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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滨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与海洋特色的结合体。本文首先探讨了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发展现状，继而分析了
江苏海滨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江苏海滨乡村旅游的对策：加大海滩保
护力度、加强体验型旅游产品开发、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旅游区以及加强与沪浙和山东的旅游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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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stal rural tourism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rural and coastal tourism.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d the existing
statu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ree coastal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n continued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for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to develop their coastal rural tourism.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discussions,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on how the coastal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Jiangsu was to be enhanced to
reinforce the protection of coastal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tial tourism products, to create
unique well-branded tourism zones, an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with Shanghai, Zhejiang and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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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乡村旅游是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依托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
然环境、建筑和文化等资源，在传统农村休闲游和农业体验游的基础上，拓展开发会务度假、休闲
娱乐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在国内外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虽然对乡村旅游的界定各有侧重，但其
内涵却基本一致。首先乡村旅游活动以非城市化地区作为载体，其次，乡村旅游以大农业（包括农、
林、牧、副、渔）资源为依托而萌发出来的一种特殊旅游资源[1]，这种资源既包含自然景观——农
村的田园风光，又包含人文景观——农事劳作和自然风情。目前，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增
长点。据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测算，目前中国乡村旅游的年接待游客人数已经达到三亿人次，旅游收
入超过 400 亿元，占全国出游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每年的“黄金周”和“小长假”，全国城市居民出游
选择乡村旅游的比例约占 70%，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 6000 万人次的乡村旅游市场。
海滨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中的一个特定区域，它是乡村旅游与海洋特色的结合体，既有乡村旅
游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首先海滨乡村生态本土性完整，海滨乡村基本上以传统渔业为主、开
发较晚、受现代工业影响较少，所以空气清新，自然生态基本上能保持原貌，再加上海洋的调节，
较内陆而言温差小，不仅适合游览观赏而且还适合修生养性；其次渔村的劳作相比农事活动又多了
一些不可预见性，从出海捕捞到近海养殖，不仅“看天”还要“看海”，从而使其具有多层次化和神秘
性的特征[2]。这种以渔业为主的产业环境所形成的较为原始的风光与大陆之间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差
异，而这种差异结合海滨资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对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第三，
渔俗文化并不是内陆文化向沿海地区简单的延伸，它主要形成于海岛人们在特定的生活和生产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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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3]，有较强的文化融合性，更多表现的是对内陆民俗文化的兼收并蓄和
变革创新，而且我国东海海域常年受季风影响，风高浪大，沿海供奉的妈祖、洪圣大王，反映了人
们求和平、求共存的精神[4]。另外沿海乡村的群聚方式、适合渔事活动的特殊服饰、沿海人们赖以
生存的环境逐步形成了以渔文化、船文化、海盐文化、港口文化、海鲜饮食文化等一些独特的与海
洋密切相关的民俗旅游资源。
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往往会有一种怀旧、甚至盼望的心理需求与意向出现，这实际上
是诗意社会被功利时代取代之后人们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回归倾向。海滨乡村旅游的开发利用，可以
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人们对某个历史时期美好事物回归渴望的心愿，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唤起对那个时
代特定的文化记忆，还可以通过这种有序的开发利用，使当地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同时，
开发海滨乡村旅游可促进海滨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
新渔村建设及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江苏沿海三市旅游发展状况

江苏沿海三市自北向南依次是连云港、盐城、南通（图 1 A），三市的旅游市场以国内游客为
重点，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带和环渤海湾经济带的客源市场，中原地区和西部地区是江苏海滨旅游的
重点开发对象，但是，长期以来江苏沿海开发受“全国的优势在沿海，江苏的优势在沿江”的观念束
缚，偏重沿江开发，沿海战略没有放在重要的位置，除南通因为距离上海经济圈较近，其他盐城和
连云港两市被边缘化，并且在江苏省内的区域划分上，南通被列入“沿江”，连云港被列入“东陇海沿
线”，具有“沿海”特色的区域仅仅成为概念。近 10 年来，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虽然得到较快的发展，
但年平均旅游收入仅占全省的 10.92%，而沿江 7 市的年平均旅游收入占全省的 81.36%，仅苏州一市
所占的比重就超过沿海三市总和的一倍还要多(图 1B)。因此，沿海三市的旅游落后于沿江地区的旅
游发展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B
图 1 江苏沿海三市的地理区位及近十年来沿海 3 市和沿江 7 市平均旅游收入占全省的比重
Fig.1 Proportion of the average tourism revenue from 3 coastal cities and 7 cities along Yangtze in Jiangsu’s total
A:江苏沿海三市的地理区位; B:年平均旅游收入占全省的比重
A: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3 coastal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B: Proportion of the average annual tourism revenue in Jiangsu’s total

2
2.1

江苏沿海三市发展海滨乡村旅游的优势
资源优势

江苏东临黄海，处于我们沿海地区的中部，地理位置优越，近海海水平浅，且分布着广阔的辐
射沙洲群，沿岸大小入海河流 100 多条，淡水资源较多，平均水质类型为Ⅳ级，属于尚清洁的水质
污染级别[5]，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盐类和浮游生物，据调查，江苏省沿海 35 m 等深线范围
内的浅海渔场面积约 1.9×105 km2，分属长江口、吕四、大沙和海州湾四大渔场，江苏省沿海湿地总
计 4.76×105 hm2，是江苏省的一大资源（见表 1）。连云港云台山和东西连岛及赣榆县的海湾，水浅、
沙软、滩平，不仅是天然的海滨浴场，岸边岬角处还可见海浪侵蚀的怪石、陡崖和洞穴。盐城市和
南通市沿海均为淤泥质海滩，滩涂广阔。盐城有国家级的滩涂珍禽自然保护区和省级的麋鹿自然保
护区。南通市一些滩涂已开发采文蚬、钓竹栕等参与性旅游项目。另外，江苏沿海人文旅游资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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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丰富，有历史名人遗迹、古代工程遗址、名人故里、沿海乡村风情等。
表 1 江苏省沿海三市海滨旅游资源的类型、分布与特点
Table 1 Typ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stal tourism resources in Jiangsu Province
类型
分布
特点
Typ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基岩海岸 连云港东西连岛、连云港西墅至烧香河口段
岸线曲折、水深湾大，多海蚀地貌
砂质海岸
海州湾北绣针河口至兴庄河口
波缓浪轻、沙质细腻、地势平坦、海水清澈
江苏省主要海岸类型，占全省海岸总长 90%以
海岸
上。连云港为粉砂淤泥质滩涂；盐城主要为堆
淤泥质海岸
江苏省沿海 3 市的 14 个县（市、区）
积型潮滩；南通多淤涨型潮滩。岸滩平缓微斜、
潮滩宽广，潮退之际有大量海洋生物
山体起伏跌宕、峰连岭涌，海蚀地貌明显，观
基岩海岛 海州湾周围海域，以连云港东西连岛为最大
赏性较强
海岛
蛎蚜山牡蛎礁
海门市东灶港东北 4 海里
涨潮为礁，落潮为岛，两栖生物丰富
（生物岛）
生物资源丰富，80 多种海藻、80 多种贝类和
海洋生物
长江口渔场、吕四渔场、海州湾渔场等
150 多种鱼类
海洋
以废黄河、射阳河口和弥港以东 200 km 外 海水的周期性升降运动，带来大量的海洋生
海洋水体
海最丰富
物，并能形成壮观的景象
连云港花果山，南通狼山，盐城丹顶鹤、麋
近海陆地
景观
自然与人文相结合，内容丰富
鹿自然保护区等

2.2

政策优势

2008 年 2 月，我国发布《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是：海洋事业要加强对海洋
经济发展的调控、指导和服务，提高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壮大海洋经济规模，优化海洋产业布局，
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提高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6]。国家“十二
五规划”作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总体部署，对江苏沿海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江苏沿海处
于我国开放的前沿地带，国家赋予了沿海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和灵活的措施，使沿海形成了多层次、
全方位的发展格局[7]。江苏省各级政府重视和大力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省财政引导资金 2012 年增
加到 5.12×107 元，占当年旅游项目建设引导资金的 30%，带动社会投资达 1.23×1010 元。在乡村旅游
重点项目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给予积极保障，率先将骨干乡村旅游点道路连接线建设纳入
交通规划，按照农村道路建设补贴标准给予补助[8]。国家及江苏省制定的各项沿海旅游发展的政策
和措施，使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
2.3

区位优势

江苏沿海地区南连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北接环渤海经济圈，长江黄金水道横贯东西，具有江
海交汇的独特区位优势（图 2）。沿海的三个城市各有其优势。连云港地处江苏东北部，是最接近
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海滨区域，是华北、西北、中原等十一个省区最便捷的出海口，有陇海铁路
与我国西北部相连，为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居民到海岸带旅游提供了便捷条件[9]。南通位于江
苏“黄金海岸”和长江“黄金水道”相结合的入海口北岸，处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快速发
展地区，新长铁路、宁通高速、苏通大桥、崇海大桥的建设，大大缩短了游客的距离[10]。另外，贯
通于沈阳至海口的沿海高速江苏段已全线通车，这条高速公路的建成有力推动苏北沿海地区经济的
发展，也使连云港、盐城、南通成为这条贯穿南北高速公路的中心位置，为东北、华北的游客来江
苏沿海旅游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3
3.1

江苏沿海三市海滨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海滨生态环境的恶化

江苏省海滨乡村以近海捕捞和养殖为主，过度的捕捞改变了近海鱼类结构，而大量的近海养殖
对近海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为灾难性藻类的生存、繁殖和爆发提供了可能性，并且，江苏沿海滩涂
大部分为淤泥质海岸，自净能力较差，有机质含量高，更加速了赤潮发生的可能性。另外，近海陆
地农田大量使用农药，有害物质入海量增加，港口物资装卸、造船工业兴起，都直接威胁着近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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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据 2013 年江苏省海洋质量公报，江苏省近岸海域污染面积增加，其中龙王河口以南至连
岛、埒子口以南至长江口等海域被界定为严重污染区域，面积达 9744 km2，达到清洁和较清洁海域
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 17477 km2，占全省海域面积 46.6%，盐城市的海域污染最为严重，工业和生
活污水排海是导致近海海域污染的主因（见图 3）。江苏沿海除近海海洋资源的污染外，沿海陆地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景观变成了以耕地和水域为主的人工景观，草地、滩涂、
芦苇地减少，生物环境多样性降低，海岸景观异质性有减弱的趋势[12]，最终会影响海滨旅游的发展。

图 2 中国经济圈示意图
图 3 江苏沿海 3 市海域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11]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hina’s economic circle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ea water quality
注:灰色部分为江苏省
in 3 coastal cities in Jiangsu(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 11)
Note: the gray part is Jiangsu Province

3.2

1:第一类水质海域; 2:第二类水质海域; 3:第三类水质海域;
4:第四类水质海域; 5:劣于第四类水质海域
1: First water quality area; 2: Second water quality area; 3: Third water quality
area; 4: Forth water quality area; 5: Inferior water quality area to the forth

海滨乡村基础建设不足

海滨地区易受到台风、海蚀等自然灾害的破坏，而国家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海港建设和海岸防
护工程，滨海乡村基本处于盲目、自发建设当中，基础设施不足，前瞻性不够，基础设施不到位，
有的地方公路不通，卫生条件更是难以保障。目前，海滨乡村旅游处于卖方市场，导致了经营者经
营意识薄弱、管理过程随意性较大，整体接待水平低，配套设施不完善，影响市民出游的热情，而
且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行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除了必备的基础设施，还要有许多支
撑设施，乡村在这方面都不完善，无法与城市相媲美，在整合产品时存在着先天不足，以初级产品
为主。另一个现象是建设标准化，自 2006 年中央 1 号文件对农村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后，立即引起全
国上下的关注，很多地方把农村建设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新农村就是建公园、修广场，很多地方
是“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抹杀了乡村的独特性，失去了吸引力。
3.3

海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单一

目前江苏海滨乡村旅游产品更多集中在观光的层面上，消费模式主要停留在“住渔家屋、吃渔
家饭、享渔家乐”。近年来人们的海滨活动内容有所增加，比如滑沙、玩沙、滑泥等，但真正深入渔
家生活的较少，没有使人们真正体验到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目前，江苏沿海虽已建成全国农业
示范点 15 个，但开发模式主要集中在田园生态观光、农产品采摘游、综合旅游休闲方面，对于海洋
特色的挖掘基本上处于空白。海滨框架下的乡村旅游，重点是要挖掘海滨特色的风俗文化、生产过
程和饮食文化，真正将渔船游、渔家游、湿地游结合起来，和沿海渔民一起“劳”（习农艺）、“尝”
（吃绿色食品）、“娱”(乡村娱乐项目)，使游客真正融入到渔民的生产生活中去。

4

江苏沿海三市乡村旅游的海滨资源保护与开发策略

江苏省海岸线长度 953.9 km，有三分之二的海岸存在侵蚀现象，已成为中国海岸问题最严重的
区段之一。美国为防止本国东海岸受侵蚀，营造良好的海滨旅游环境，从 20 世纪开始美国开始实施
海滩养护工程，在这个工程中各级政府的投入是其主要渠道[13]。针对江苏省目前的海滨现状，政府
也要加大投入，降低自然灾害破坏的同时，改善海岸环境，为海滨旅游发挥重大的作用。要加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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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道的水质净化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地开发
利用海岛、滩涂和近海海域，充分评估海洋环境容量，科学合理地设计滩涂的围填开发（见表 2）。
表 2 江苏沿海三市乡村旅游的海滨资源保护与开发措施
Table 2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measures of coastal resources for rural tourism in 3 coastal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项目
Item

措施
Measures
控制污染物排海总量，严格执行排污收费、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许可证等制度；渔业
海域水质
养殖应控制在承载力之内
资源保护
海岸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把海岸线生态保护列入基本建设规划
围垦滩涂、自然岸线填海造地要科学论证、依法审批、严格控制；建立海洋生态系
湿地
统、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及自然景观等各类海洋保护区，形成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
游客在参与丰富多彩的渔事活动后增加关于渔事、渔居、渔饰、渔食、渔艺、渔庆
体验型旅游产品
资源开发
等方面的阅历和知识，增强游客的体验结果，使乡村旅游产品走向个性化、私人化
旅游区
依据地方特色，打造精品旅游区；加强与沪浙、山东海滨旅游的区域合作。

4.1

类型
Type

加大体验型旅游产品的开发

海滨旅游已经从单一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海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更应偏向于体验型，
除满足基本的吃、住外，应开发户内、户外、观光及体验型的旅游产品，参与活动也不仅仅局限在
观看地方歌舞表演、品尝海鲜为主，更应考虑到游客休闲层次的需求，更应强调参加渔业劳动的形
式。将观赏渔乡风光、参与出海捕鱼、体验祭海风情等具有海滨特色的资源进行整合，提高海滨旅
游资源的价值，使游客在参与丰富多彩的渔事活动后能增加关于渔事、渔居、渔饰、渔食、渔艺、
渔庆等方面的阅历和知识，增强游客的体验结果。江苏沿海地处黄海，水质虽不够清澈，但广阔的
滩涂吸引力十足，开发内容丰富，可以结合海洋利用方式，发展农业旅游、渔业旅游、盐业旅游。
另外，个性旅游在悄然兴起，个性旅游包括闪游、自由行、背包游、婚庆游、漂流行、单身游等多
种不同于主流旅游方式的旅游活动，这些旅游活动或单人、或几人、或家庭，出游时间分散化，出
游方式多样化，对旅游产品的要求更加个性化，在海滨乡村旅游的开发上要适应这种旅游需求，可
以推出“定制项目”、“深度旅游”、“高端旅游”等旅游项目，使乡村旅游产品走向个性化、私人化。
4.2

加强监管力度，依据地方特色，打造精品旅游区

江苏沿海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但海岸线长，各个段岸的自然资源和
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各个段岸自身的条件，从维护生态的角度出发，满足工
业、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避免同质恶性竞争，以丰富多彩的旅游内容，做到既突出各自的特点
又能优势互补，而不是空间替代。连云港有曲折的基岩海岸，主要分布在西墅至大板跳，加上东西
连岛、秦山岛、前三岛、竹岛等 20 多个岛屿，形成了山海特色，结合花果山的神话色彩，连云港可
以打造成“山海神话旅游区”。除此之外，江苏省有 884 km 的平原海岸，沿海滩涂达到 6.877×106 m2，
占中国滩涂总面积的 1/4，平原海岸滩面广阔、水浅波缓，水质营养丰富，是海洋生物和海洋养殖的
好场所。江苏沿海滩涂中，盐城占了较大面积，它拥有世界级品质的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是太平洋
西海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原始生态保持最完好的海岸型湿地；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
界野生丹顶鹤和麋鹿种群数的 60%和 25%生活在这里，所以，盐城打造的是生态旅游招牌。而南通，
南临长江、东濒黄海，面向上海与苏州、无锡、常州，背依广袤的苏北平原、素有“江海门户”之称，
具有江风海韵的南通又是江海文化的代表，可以为旅游者提供江海渔家生产生活体验，可以品江海
鲜、观江海景。所以江苏海滨乡村旅游的开发在以海洋共性的基础上，发挥其各地特色，使全省海
滨乡村旅游呈现丰富多彩的气象。
4.3

加强海滨资源区域合作

多个同类型旅游地在同一地域出现时，他们各自的吸引力往往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这
种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会导致客源市场结构的再组织[14]，反之，将相异的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则会增
加竞争力，增加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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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滨旅游北以大连和上海，南以广州为中心，江苏北依山东南接上海，山东沿海旅游资源
丰富，青岛、烟台两市海滨旅游开发历史悠久，蓬莱——日照基岩海岸段综合体现了海、天、山、
林的自然美[15]，而上海依托国际大都市的优越条件，对国内外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所以，江苏沿海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上海和山东存在着许多共性，客源市场
有一定范围的重合，存在着竞争力，江苏海滨乡村旅游要利用自己的独特地理位置，吸引南下上海
北上山东的旅游者在此逗留，分流两区客源，增加区域合作机会。
4.3.1 江苏与沪浙海滨旅游的合作 沪浙两区域合作历史悠久，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但是这一地区
存在不同程度的饱和状态，影响和制约着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江苏沿海三市处于上海 500 公里经
济圈内，可以对该地区的游客进行分流，国务院 2010 年 5 月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提出加强旅游合作，联手推动形成“一核五城七带”的旅游业发展空间格局，以上海为核心，发展上
海都市旅游，打造长三角地区旅游集散枢纽。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五城市为节点，培
育和开发都市工业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旅游等新型品牌。积极开发包括以连云港—盐城—南通—
上海—嘉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为主的滨海海韵渔情等旅游带。江苏沿海应利用这一契机，
凭借江海、滩涂交汇的自然风光，打造沿海生态乡村旅游走廊，积极融入到江浙沪旅游区中。
4.3.2 江苏与山东海滨旅游的合作 山东青岛和日照是有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尤其是日照发展迅速，
距离连云港仅 130 km，把豫陕晋作为它的主要国内旅游客源市场之一，海滨基岩海岸发育全面，与
连云港有很大的竞争力。要实现与山东海滨旅游的空间合作，应选择旅游形象定位基点，从青岛向
南，经日照港、连云港港、滨海港、大丰港、洋口港，感受基岩海蚀、港湾沙滩、盐蒿滩、芦苇滩
的景观变化，体会贻贝采集、沙鳗延绳趣味钓、渔船钓、夏秋小拖虾作业、常年性潮捕作业等极具
地方优势的娱乐性渔式作业项目。

5

结 论

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发展具有独特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及国家和江苏省财政和政策的倾斜优
势，且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落后于沿江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江苏沿海三市
海滨乡村旅游发展还存在着海滨生态环境恶化、基础建设不足、旅游产品开发单一等问题，但通过
加强监管力度打造精品旅游区、加大体验型旅游产品的开发、加强海滨资源区域合作等策略与措施
的实施，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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