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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進提質促轉型升級競進提質促轉型升級
湖北旅遊湖北旅遊
2012年，湖北旅遊呈現出總量擴大、質量提升、品牌擴張、實力增強的

良好態勢：全省接待國內外旅遊者3.45億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2629億元，
同比分別增長26.04%和31.95%。接待旅遊者超過千萬人次的市州由上年的9
個增至12個，突破2千萬人次的市州達到6個，總收入過100億元的市州達到6
個。

回顧湖北旅遊發展歷程，這是該省旅遊業經受住各種困難和挑戰，努力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科學發展、跨越發展的五年。旅遊發展環境更
加優化， 「靈秀湖北」 主題形象更加彰顯，旅遊綜合服務功能更加完善，旅
遊目的地地位更加突出，旅遊產業規模更加壯大，順利實現了 「三大歷史性
轉變」 ：在旅遊產業地位上由國民經濟的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支柱產業的轉
變、在旅遊市場格局上由傳統的旅遊集散地向旅遊目的地的轉變、在旅遊發
展態勢上由單打獨鬥向整體推進的轉變，使全省旅遊步入了大眾化、產業
化、智慧化的新階段。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潮中，旅遊業以其獨特
的優勢加快自身轉型升級，並有力地促進了相關產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為美麗湖北建設增光添彩。

生態旅遊正蓬勃興起，已成為該省旅
遊業的主要組成板塊，以生態旅遊資源為
吸引物的景區佔四成以上，如神農架、大
別山、荊山、清江畫廊、恩施大峽谷等。

宜昌市石牌嶺景區，位於長江三峽的
西陵峽境內，過去這裡是有名的窮山惡
水，景區的山高、石頭多、溝谷多，耕地
少，老百姓依靠傳統的種植和畜牧業為
生，伐木作薪，植被破壞嚴重，生活條件
惡劣。三峽工程建設啟動後，當地引進了

旅遊投資商發展旅遊，採用 「企業+
農戶」的模式開發和經營，當地群

眾轉產從事農家樂、旅遊購物和
旅遊服務後，積極退耕還林，植

樹 造 林 ， 恢 復 植 被 ， 山 綠
了，水清澈了，景區 「灣急、石
奇、谷幽、洞絕、泉甘」，成為國
家5A級旅遊景區。老百姓經營旅遊甩掉了
窮帽子，過去的窮山惡水變成青山綠水
後，變成百姓致富的金山銀水。

生態旅遊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資源利用
和保護的最大化。通過對生態的積極保
護、恢復和保育，使之成為觀光和生態教
育的資源，讓生態資源循環利用，為生態
文明的內涵增添了新元素，為發展的品質
賦予了新標準，為發展的方式確立了新坐
標。

湖北位於中國地勢第二階梯向第三階

梯 的 過 渡 地
帶，有豐富的
生 態 系 統 ， 氣
候、地質的差異形
成生態旅遊資源具有數
量多、分布廣且集中，
資源品種齊全的特徵，很多
生態旅遊資源在全國乃至世界上
處於頂級。目前，湖北有神農
架、天鵝洲麋鹿、長江天鵝洲白鰭
豚、洪湖濕地、後河等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10個，長江三峽西陵峽、梁子湖濕
地、宜昌大老嶺、武漢沉湖濕地等省級
自然保護區15個。

發展生態旅遊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該
省將培育一批在國內外叫得響國家級生態
旅遊示範區、建立省級生態旅遊示範區行
業標準以及推出一大批特色生態旅遊產
品，包括山嶽、江河、湖泊、溫泉、溶
洞、峽谷等生態旅遊景區。

鄉村旅遊是新農村建設和鄉村產業轉
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作為農業大省，湖北擁有十分豐富的
鄉村旅遊資源。在省委省政府的主導下，
該省積極開展鄉村旅遊 「五級聯創」工程
（創旅遊強縣、創旅遊名鎮、創旅遊名
村、創休閒農業及鄉村旅遊示範點、創星
級農家樂），有力地推動了全省鄉村旅遊
的快速發展，短短三年內，荊楚大地上一
個個農業村莊化蛹成蝶，泥土路變成了生
態景觀道，破農房變成了傳統民居，舊農
舍變成了星級農家樂，莊稼地變成了觀光
園，土特產變成了旅遊商品，村民變成了
旅遊經營老闆。

經過連續3年的 「五級聯創」
以及實施鄉村旅遊富民工程，全

省已形成由旅遊強縣、
旅遊名鎮、旅

遊名村、高星級農家樂及休閒農業示範點
組成多層次、全覆蓋的鄉村旅遊支撐體
系，有力地促進了 「三農」發展，為縣域
經濟注入活力。

據悉，目前，湖北省已有旅遊強縣16
個、旅遊名鎮（街）21個、旅遊名村72
個、農家樂5.28萬戶，其中四星級以上農
家樂200家，省級休閒農業示範點100個。
據統計，2012年度，全省鄉村旅遊接待總
人數達9768萬人次，總收入約300億元，
其中，13個第一批命名的旅遊名鎮接待總
人數突破千萬人次，旅遊總收入佔當地
GDP的比例平均達55%以上；各類型農家
樂帶動農村富餘勞動力就業46萬人，戶均
收入達16萬元以上。2012年亞太旅遊協會
在中國農谷（荊門）設立了首個鄉村旅遊
觀察點。全省逐步形成以鄂中 「城郊
休閒及荊楚田園鄉村遊」、鄂東南

「溫泉度假鄉村遊」、鄂西北 「秀美山水
鄉村遊」、鄂西南 「民俗風情鄉村遊」、
鄂東北 「紅色山地鄉村遊」的5大區域主
題為主體的全省鄉村旅遊產業體系。

鄉村旅遊的快速發展，有效地促進了
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農民就地就業
和收入的穩定增長，農村環境面貌的明顯
改變，農村精神文明的不斷進步和鄉村
旅遊業的快速發展，產生了廣泛的社
會效益和良好的經濟效益，為統籌
城鄉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現代旅遊業
的發展已進入一

個城市支撐的時代，
旅遊不僅是城市的四大功能

之一，還是城市發展的一種理
念，一種規劃和建設的標準，一種文
明的生活方式。現代城市發展融入了

旅遊的理念和標準，城市旅遊景區和社區
融為一體，整個城市成為美麗的宜遊宜居

的大景區。
展望黃金十年，該省將迎來一個旅遊城市大

發展的時期，旅遊成為城市發展的定位和特色，
城市則成為旅遊發展的先鋒和支撐。武漢將成為
國家中心旅遊城市，黃石正建設生態旅遊、礦冶
文化和乒乓文化旅遊之城，十堰市武當山將成為

世界級旅遊目的地，荊州將成為旅遊文化名城，
荊門 「中國農谷」正朝現代農業旅遊、農耕文
化旅遊旅遊區邁進，恩施市發展迅速正成為清江
流域的旅遊中心城市，孝感將打造中國孝文化旅
遊之城。各地掀起的旅遊城市建設，將呈現千帆
競發，百舸爭流的態勢，更加美麗、宜遊宜居的
旅遊城市，將展現在荊楚大地。

湖北省十次黨代會，把建設美麗宜遊宜居城
市，寫入了未來黃金十年的城市發展藍圖。如
「支持宜昌加快建設省域副中心城市、長江中上

游區域性中心城市和世界水電旅遊名城，成為現
代化特大城市」。 「支持神農架林區彰顯生態保
護和綠色發展價值，建成世界著名的生態旅遊目
的地」。對咸寧、黃岡從旅遊主題形象角度進行
城市發展戰略定位，報告說 「支持和推動咸寧綠
色崛起，建設鄂南強市、打造 『香城泉都』和中
三角重要樞紐城市」； 「支持黃岡大別山試驗區

建設，全力
打 造 紅 色 大
別山、綠色大
別山、發展大別
山、富裕大別山」。
對隨州、襄陽用旅遊產品
給城市定位，如 「支持隨州建設世界華人謁祖聖
地，打造中國專用汽車之都。」、 「支持襄陽加
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區域中心城市發展，
力建設產業襄陽、都市襄陽、文化襄陽、綠色
襄陽」等等。

旅遊市場主體也日益壯大。目前全省A級景
區達到268家，其中4A以上高等級景區突破100家
（5A級景區7家，居全國前5位；4A級景區95家，
居全國前7位）；5星級飯店達到19家，在中部位
居前列，全省星級飯店總數達到633家，居全國第
九、中部第一；全省旅行社總數達到1041家，居
全國前十位，其中經營出境旅遊業務的旅行社46
家，赴台旅遊組團社8家（全國排第七）。2家旅
行社進入全國 「百強」，1家進入全國旅行社 「利
稅十強」。

「一業興，百業旺」，旅遊業是不發達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引擎。旅
遊業的興起，不僅帶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還促進了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和文化
繁榮， 「建成一個景區，繁榮一方經濟，致富一批百姓，弘揚一地文化」是旅遊引擎
作用的寫照。

貧困地區由於山高路遠，傳統文化保留較好。旅遊為老百姓帶來了巨大商
機，民間藝人成為旅遊區的演員，民間工藝品成為旅遊商品，傳統民居成為特色
旅遊景點，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成為旅遊演藝、影視片的重要題材。

如傳統的民間工藝美術，搭上了旅遊這趟跨越發展的快車，正發展壯大起
來。武漢的青銅工藝品、國畫，荊州漆器，天門花布，恩施的繡花鞋、西蘭
卡普、菊花石雕，十堰市的武當劍，宜昌的三峽石，神農架的木雕，黃石的
布貼畫，咸寧的竹器，荊門的楚簡等等，在旅遊市場十分暢銷。 「山間月正
明，萬戶忙繡鞋」，是咸豐官壩村與宣恩沙道溝鎮的真實場景，留守婦女們
做成的咸豐 「土司皇宮刺繡」、宣恩 「沙道酉情」手工繡花鞋墊，不僅在景
區暢銷，還遠銷深圳、上海、武漢等地。

「會走路的就會跳舞，會說話的就會唱歌」，這是流傳於清江流域土苗
風情旅遊區民間的一句話。清江流域民族歌舞豐富多彩，哭嫁歌、擺手舞、
撒兒呵、肉蓮湘等等，無不洋溢濃郁的民俗風情。清江歌舞傳承了兩千多年
前巴、楚交匯之地的 「下里巴人」，歷經歲月滄桑，千古流傳而不絕於世。
但是，隨現代文明的衝擊，這些優秀文化遺產面臨後繼無人、流傳萎縮的
困境。清江歌舞與旅遊對接，成為外來遊客喜愛的旅遊文化演藝產品。一批
批民族文化遺產，與旅遊結合找到新的生命力，長陽的畢茲卡歌舞、利川騰
龍洞的夷水麗川、來鳳擺手舞等等，成為旅遊演藝精品。

旅遊業在清江流域的興起，帶來了清江民族文
化的復興和經濟的發展，正如有位遊客遊覽了清江
所感慨的：清江不僅是山水風光之江，還是一條

歷史文化之江，浪漫的民俗風情之江。

輕觸手機按鍵，即可實現 「靈秀湖北」掌上遊，騎上
自行車，便可身臨其境，體驗高山流水的美妙與愜意，手
持一卡，便可遊遍荊楚勝景……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建設，
該省基本實現了 「一卡玩遍、一機玩轉、一鍵敲定、一
廳全看」的旅遊信息化建設目標，湖北 「智慧旅
遊」將為廣大遊客和居民帶來全新的信息化體驗。

「一卡玩遍」是指通過 「靈秀湖北」旅遊一卡
通，為遊客提供涵蓋吃、住、行、遊、購、娛各環
節的 「全程優惠服務」和 「電子支付服務」。 「一
機玩轉」、 「靈秀湖北」掌上遊，是集導遊、娛樂
為一體的 「靈秀湖北掌上遊」手機客戶端，遊客在
蘋果和安卓平台上下載靈秀湖北手機掌上遊軟件系
統可獲取湖北旅遊吃、住、行、玩等實用信息。
「一鍵敲定」是以湖北旅遊資訊網為核心的在線旅

遊信息服務集群網站。遊客可查詢景點、預訂門票
等，此外，湖北旅遊英文網、日文網已開通，方便
主要入境客源市場公眾訪問查詢。 「一廳全看」是
通過建在湖北省旅遊政務大樓的智慧旅遊數字體驗廳全
方位虛擬體驗靈秀湖北 「全境遊」。該展示廳融合了4D
影廳、單車遊覽系統等高科技多媒體技術。

與此同時，武漢成功入選全國智慧旅遊試點城市，長陽清江
畫廊入選全國首批智慧旅遊景區試點單位，湖北旅遊局相關負責
人介紹，未來幾年，還將從推進智慧旅遊服務、智慧旅遊管理、智
慧旅遊營銷等三個方面有序地推進智慧旅遊建設，以信息化手段來
支撐和助推湖北旅遊產業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
彰顯美麗湖北魅力彰顯美麗湖北魅力

鄉村旅遊鄉村旅遊
裝扮小康美麗田園裝扮小康美麗田園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
打造美麗精神家園打造美麗精神家園

都市旅遊都市旅遊
打造宜遊宜居美麗城市打造宜遊宜居美麗城市

靈秀湖北掌上遊靈秀湖北掌上遊
AppleApple

靈秀湖北掌上遊靈秀湖北掌上遊
AndroidAndroid

神農溪縴夫文化旅遊區神農溪縴夫文化旅遊區
是以神農溪為主軸是以神農溪為主軸，，以以
自然生態為支撐自然生態為支撐，，以縴以縴
夫文化為靈魂的自然生夫文化為靈魂的自然生
態文化旅遊區態文化旅遊區

▼▼三峽大壩全景三峽大壩全景 鄧立中攝鄧立中攝

▲▲三峽人家龍進溪口三峽人家龍進溪口 神農頂景區神農頂景區

武當山武當山 楊廣智攝楊廣智攝

◀◀武落鍾離山又名佷山武落鍾離山又名佷山，，是是
清江畫廊風景區的核心景點清江畫廊風景區的核心景點

▲▲黃鶴樓黃鶴樓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
描繪美麗前景描繪美麗前景

教育 大公園 小公園 文化
讀書樂 中華醫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