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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异同点
张 薇 吴开军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 中国的旅游产品已从最初的观光旅游逐步发展为观光、 度假、 休闲、 商务、 会展、 康体、 医疗、 游学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态
势。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旅游的规划与建设成为旅游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以旅游规划学中的全域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为研究对象， 从概念、 相同点、 不同点三个方面探讨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以为今后的相关旅游规划实践提供基本的理论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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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概念
（一） 全域旅游规划的内涵
全域旅游规划是从国家到个人的由面到点、 自上而下的多方合作新

平台， 它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 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 进行
统一规划布局以实现旅游业现代化、 集约化、 品质化、 国际化， 最大限
度满足大众旅游时代人民群众消费需求新的规划模式。 全域旅游作为指
导一个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长期发展战略， 旅游规划工作需要从旅游资源
的全新解读、 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机制创新以及创新旅游发展规划布局等
方面进行全新的探索， 以便使旅游规划真正发挥功效。

（二）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内涵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是在较长的规划时期内， 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

济条件为基础， 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对旅游业发展目标、 要素结
构与时空间布局所做的总体战略性规划， 是政府加强旅游管理， 促进资
源可持续利用和调控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它主要是根据各区域旅游业
的历史、 现状和市场要素的变化所制定的目标体系， 以及为实现目标体
系在特定的发展条件下对旅游发展的要素所做的总体安排与构想。［１］

二、 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相同点
（一） 规划的核心定义
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两者皆为旅游规划， 其核心定义

相同： ①在旅游地及其旅游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上， 针对旅游地及其旅
游资源的属性、 特色和旅游供需市场的发展规律， 根据旅游市场的需
求， 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②二者规划均顺应旅游发
展的未来计划、 指导纲领和设计蓝图， 均是一个国家、 地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 旨在确定一个国家、 区域、 或某景点旅游发
展的方向、 规模、 目标、 速度和类型等。［２］

（二） 规划的基础
旅游市场和旅游资源是进行全域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十分

重要的基础条件。 二者规划均要依托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资源 （全域旅
游规划又突破了传统旅游资源的范畴） 对于旅游规划前期的市场研究来
说， 其表层的内容就是对客源市场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态势进行分析、
预测； 里层的内容就是确立目的地的旅游形象， 使潜在市场转变为真实
的客源市场。

（三） 规划的前提
为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发挥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

效能， 必须营造旅游规划的社会经济支撑环境， 完善规划体制。 首先应
构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 理顺全域旅游规划、 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其他部门规划之间的关
系， 将二者提升到社会层面来全面审视， 奠定旅游发展规划的社会地
位。 其次， 引入市场运行机制， 建立规范的规划编制和修编制度， 遵循
良性化的旅游规划编制流程。 包括采用多样化的规划编制委托形式， 建
立有效的规划专家遴选机制、 规划大纲评审机制、 公众参与机制， 完善
规划评审制度。

（四） 规划的刚性与弹性
旅游规划的刚性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 旅游总体规划在规划

程序、 战略指导思想、 主要任务、 核心内容、 战略目标和规划管理等方
面所具有的固定性、 法定性、 权威性、 严肃性。 旅游规划的弹性主要是
指在确保旅游总体规划应有功能的前提条件下， 规划编制、 项目设置、
产品组合、 服务能力和实施管理的灵活性、 可调整性和应变能力。 无论

是全域旅游规划， 还是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其具体的规划过程都具有一
定的刚性与弹性， 其中刚性是第一位的， 以显示规划的权威性。 但是刚
性太强也会使规划过于呆板， 降低规划的可操作性。 规划的弹性作用在
于弥补规划刚性的缺陷， 使具有一定刚性的规划增强其编制和实施的灵
活性， 更好地将规划科学和规划艺术统一到编制和实施规划的实践活动
之中。

（五） 规划的运作方式
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运作方式大致相同， 由相关政

府部门组织项目规划并进行规划项目的公开招标。 规划编制工作完全由
专家组负责， 基本上不受其它机构的干扰和控制。 专家组的构成方式由
招标和知名专家互聘形成， 保证了参与者的资质和学术信誉。 专业的规
划咨询公司保证了规划人员在时间安排上的必要长度和稳定性。
三、 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不同点
（一） 规划的内容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从本地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特色

出发，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确定本市县旅游规划的指导思想、 战略
目标、 旅游定位与形象策划、 旅游空间布局与项目设置、 旅游产品设计
等内容。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已成为政府履行宏观调控、 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全域旅游规划是将特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进行整体规划布

局、 综合统筹管理、 一体化营销推广， 促进旅游业全区域、 全要素、 全
产业链发展， 实现旅游业全域共建、 全域共融、 全域共享。 其最根本的
目标是打破景区景点的限制， 将整个区域打造成一个旅游目的地。［３］

（二） 规划的基本理念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强调了生态理念、 持续发展理念和人本主义理

念， 主张可持续旅游， 尤其强调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各地现有的
以大项目型的开发规划持低调理性的态度。 规划重视对现有项目的整合
与深层次利用， 强调对已有项目的科学管理。［４］

新时期全域旅游规划在生态理念、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人本主义理念
的基础上， 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开放发展理念和共享发展的理念， 打破
传统景点旅游规划的固有思维模式， 注重全域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效益
与社会经济效益新理念。

（三） 规划的焦点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全域旅游规划要着重关注以下六大焦点： ①

聚焦全域理念引领， 规划布局产业生态圈； ②聚焦全域存量优势， 综合
盘活旅游要素资源； ③聚焦全域业态融合， 目标锁定 “旅游＋” 新业
态； ④聚焦全域政策驱动， 改革全域旅游管理体制； ⑤聚焦全域标准建
设，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 而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聚焦于明确旅游业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提出旅游业发展目标， 优化旅游
业发展的要素结构与空间布局， 安排旅游业发展优先项目， 促进旅游业
健康发展。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核心目标体现在旅游效益的增量上， 主要表现

在规划期内的旅游人数、 旅游收入、 旅游就业人数等这些旅游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标上， 全域旅游规划的核心是要拉动整个区域内经济的发
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主要表现在对整个区域内社会经济活动的带动
作用。

（四） 规划的创新性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属于传统的旅游规划， 是对一个行政区域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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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布局和重要旅游项目的安排。 而全域旅游规划是在传统规划的框架
基础上所作的创新。 运用全域旅游的理念所做的全新规划， 其创新性：
一是体制机制创新， 如何通过全域旅游规划统筹旅游部门与其他部门、
行业高度融合； 二是创新旅游业态和产品， 通过对传统的 “非旅游资
源” 创新认识， 规划新的旅游业态和产品； 三是产业融合， 突破旅游产
品与产业， 全领域打造 “超级体验店”； 四是旅游服务创新， 既要旅游
部门的 “旅游＋”， 又要其他部门和企业的 “ ＋旅游” 和全社会的 “旅
游融”； 五是旅游营销创新， 推动政府、 企业、 居民、 游客 “四位一
体” 式的 “全民营销”。［５］

（五） 规划的适配区域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是在对规划范围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分析的基础

上， 结合旅游需求的行为特征， 来确定区域内旅游发展的目标、 空间布
局、 构建起旅游的产品体系和旅游服务体系。 如果说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是解决能不能发展旅游的问题， 那么全域旅游是要解决旅游经济系统能
不能成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当前全域旅游规划主要有 ４ 大
适配区域， 即： ①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县、 市： 产业基础好、 资源类型丰
富、 重点资源突出、 明确的旅游主打产品、 有一定品牌基础； ②处于都
市辐射圈， 传统旅游资源不突出的县： 交通便利， 城市基础设施良好；
③行政区域范围较小的区、 县： 资源集中， 空间立体化利用潜力大； ④
旅游资源全域均质分布区县： 资源丰富； 相对均匀分布。
四、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内容， 可知目前全域旅游规划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之

间的相同点有： 旅游规划的核心定义、 规划的基础、 规划的前提、 规划
的刚性与弹性和规划的运作方式； 二者之间的不同点主要有： 规划的总
体内容、 规划的基本理念、 规划的主要焦点、 规划的创新性和规划的适

配区域。 通过对比全域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可从总体上把握
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并可对各规划内的具体内容进行更深入的比
较， 以对今后的旅游规划项目起到一定程度的理论区分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１］ 叶新才， 王芳．市县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的若干问题浅

析 ［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８．
［２］ 苏金明， 夏勇开．大众旅游时代全域旅游规划思考———以

《海南省昌江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为例 ［ Ｊ］．中国工程咨询，
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９ －２０．

［３］ 于洁， 胡静等．国内全域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 ［ Ｊ］．旅游研
究， ２０１６， ８ （０６）： ８６ －９１．

［４］ 吴必虎， 张伟．《山东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评析 ［ Ｊ］．人文
地理， ２００３， １８ （０４）： ２７ －３１．

［５］ 龚绍方．旅游规划与开发 ［Ｍ］．河南： 郑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０１）： １．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广东省教育厅研究生教改项目基金 “ “一带一
路” 战略背景下两岸四地跨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以旅游管理
研究生教育为例” （２０１６ＪＧＸＭ＿ ＭＳ＿ ３３） 资助。
作者简介： 张薇 （１９９１ －）， 女， 四川广安人，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

与旅游学院 ２０１６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旅游市场营销； 吴开军
（１９７３ －）， 男， 江西上饶人， 副教授， 旅游管理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
究领域为旅游企业战略管理、 旅游市场营销。

（下接第 ３８页）
微旅游活动空间与出发地距离较近， 一般控制在 ３００ 千米的空间范

围内； 在规划微旅游项目时应将非常规景点作为微旅游景区规划， 便于
微旅游者自由出入， 考虑开发自助游、 乡村游、 农业游、 森林游、 村野
游等。

２．打造 “微” 产品
微旅游为平静的旅游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想要抢占这种 “微” 商

机， 需要俘获旅游者心理需求， 注重开发品质旅游， 让大家享受旅行，
爱上旅游。 目前， 一些旅行社在网站上已经开始关注微旅游市场， 把传
统旅游线路改成菜单式、 组合式的可选择线路， 推出短途 “微旅游”
套餐， 这种微旅游套餐偏向自助型产品， 现已逐步成为各旅行社定制微
旅游的大趋势。

３．进行 “微” 营销
以有效吸引游客为现实目标， 旅游经营企业应对微旅游打造多元化

互动宣传平台， 在分析传统目标市场和潜在市场特征的基础上， 对微旅
游进行必要的口碑营销， 向旅游者呈现微旅游产品优势、 亮点、 价值。

４．完善 “微” 政策
微旅游的发展在很大方面需要各旅游部门、 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

相关的旅游政策及规章制度还需政府部门牵头统一制定和实施。 可建立
一个多部门的协调组织管理、 资金政策改革与创新、 利益分配改革机
制， 还有微旅游教育政策、 安全保障制度。
总之， 微旅游的开发与发展需要政府引导、 旅游经营者协助参与、

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 不断创新微旅游产品和改善微旅游
服务质量， 加强体闲体验型微旅游产品的开发， 引导长沙市微旅游往更
好的方向发展， 顺应旅游业的转型， 随着微旅游环境的日益成熟， 长沙
市微旅游必将更加理性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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