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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采取 SWO T 方法对沿海经济隆起带滨海旅游通道 建设的优势、劣势、机会和 威胁进行 了深入 分析, 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滨海旅游通道的启动路径, 即通 过 2 条交 通轴、
3 个 主题以及 分散组团等 多种路径 进行开 发建设,
一定程度上为京津冀滨海旅游合作的突破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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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海洋开发日益受到沿海各国的高度重视. 河北省居于环渤海西岸中部, 拥有 487
km 的大陆海岸线和 199 km 的海岛海岸线, 滨海旅游资源是河北省沿海经济隆起带的优势资源, 但是在资源
开发利用、
经济发展等方面明显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 河北希望整合港群体系, 推进曹妃甸工业区、
沧州临海
工业区和秦皇岛临港经济区建设, 这也为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在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上, 天津正
好位于秦皇岛、唐山和沧州之间, 天津滨海新区是东北亚地区通往欧亚大陆桥距离最近的起点之一, 是从太
平洋彼岸到欧亚内陆的主要陆路通道, 也是华北、西北乃至中亚地区最重要、
最便捷的海上通道, 津冀滨海地
区先天的区位条件决定了彼此互为主要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旅游发展趋势.
1 国内滨海旅游研究回顾
旅游者行为研究 表明, 影 响旅游者 到滨海旅 游的主要 决策因素 是距离因 子和滨海 旅游资源 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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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 滨海旅游业具有投资少、周期短、行动联动性强、
就业功能高、需求普遍和重复

购买率高等诸多优点. 世界上各沿海国家和政府已认识到, 要发展海洋经济, 就同时也要发展滨海旅游业. 陈
烈等[ 2] 提出构建滨海旅游创新系统, 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和竞争, 推行滨海旅游业可持续协调发展模式, 优化
滨海旅游地空间格局. 高亚峰[ 3] 提出以环渤海海滨度假名牌旅游区为建设目标, 形成布局合理、
功能多样、
现代化、
国际化的海洋旅游经济带. 陈永昶等[ 4] 从区域旅游合作的角度对山东半岛滨海旅游带各城市的相
互作用强度、
旅游业发展水平及比较优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李兆华等 [ 5] 提出滨海旅游系统的脆弱性要求必
须注重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效结合.
2 沿海经济隆起带滨海旅游通道的 SWOT 分析
2. 1 St rength ) 滨海旅游通道建设的优势
滨海旅游业自 1990 年以来成为河北省发展速度最快的海洋产业, 滨海旅游收入以每年 20 % 的速度快
速增长 [ 6] , 通过滨海旅游业的发展, 带动了宾馆住宿、餐饮、商业购物、交通运输等, 以及农水产品生产销售
业的发展, 成为带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据 2004 年河北省海洋资源调查与评价显示, 河北
省有近50 % 的滨海旅游资源在国际、
国内有吸引力, 有近 30 % 的资源在省内有吸引力, 旅游资源具有较高
的品位和质量, 市场开发潜力很大, 对国际市场更是如此 [ 6] . 2006 年河北省滨海旅游业接待国内游客 2 376
万人次, 旅游收入约 142. 31 亿元; 接待国际游客 24 万人次, 旅游创汇约 11 769 万美元( 河北省旅游局资
料) . 河北省有着丰富的滨海资源, 滨海旅游资源组合性强、
结构等级高, 沿海经济隆起带滨海旅游开发较成
熟, 具有一定知名度. 京津冀作为环渤海紧紧相邻的区域, 旅游市场现有规模和未来发展潜力都非常巨大, 随
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 滨海旅游消费市场将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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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Weakness ) 滨海旅游通道建设的劣势
河北省滨海旅游资源分布极不均匀, 秦皇岛滨海旅游资源数量多且密度大, 其数量占河北省滨海旅游资

源单体总数的 76. 7 % , 资源单体密度 1 km 海岸线 0. 74 个, 为全省滨海旅游资源单体密度的 2. 4 倍. 沧州市
滨海旅游资源最少, 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仅占全省的 8. 5 % , 资源单体密度不足全省沿海平均值的 1/ 3. 资源
分布的不均衡性成为滨海旅游通道连贯的自然障碍, 滨海旅游通道建设将通过分散组团弥补通道旅游资源
分布不平衡局部缺陷, 使滨海旅游通道在各具特色的组团点缀中趋于通畅.
2. 3

Opport unit y ) 滨海旅游通道建设的机会
2006 年 11 月, 河北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宏伟目标, 将打造沿海经济隆

起带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 政府对沿海经济隆起带发展的重视与资金投入为滨海旅
游通道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宏观条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 海洋经济0与/ 大陆经济0的连接枢纽,
京津冀交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加强了区域旅游合作, 具备了在沿海经济隆起带建设滨海旅游通道的基础条
件.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为滨海旅游通道建设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对于京津冀区域旅游整体吸引力的提高、
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质进展以及后奥运旅游效应的扩大均具有非常意义.
2. 4

T hreat ) 滨海旅游通道建设的威胁
旅游业发展到今天, 已经经历了景点竞争、
线路竞争、城市竞争, 开始进入区域竞争的阶段. 沿海经济隆

起带有着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 但是许多地方缺乏外向性, 旅游产品的开发缺乏多元性, 部分地区仍处于起
步规划阶段. 从滨海旅游资源的拥有量来看, 秦皇岛滨海旅游资源占全省的 64. 5 % , 唐山占 30. 22 % , 沧州
[ 6]

仅占5. 29 % ; 从旅游资源开发程度来看, 秦皇岛达 93. 8 % , 唐山达 41. 2 % , 沧州达 59. 6 % . 滨海旅游通道
各布点开发的不均衡性对通道的和谐开发建设存在一定威胁. 周边省份滨海旅游的开发, 也可能会给沿海经
济隆起带滨海旅游通道带来旅游流的潜在分流.
3 沿海经济隆起带/ 滨海旅游通道0的启动路径
3. 1 构建/ 滨海旅游通道0的理论基础
区域旅游合作是近年来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区域旅游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必须坚持/ 大旅
游、
大市场、
大产业0的发展战略. 环渤海区域正联合打造中国经济增长/ 第三极0, 沿海经济隆起带正是环渤
海经济圈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战略支撑点, 一切产业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塑造 / 第三极0来进行, 滨海旅游
应致力于成为/ 第三极0的龙头产业.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发展速度缓慢, 三方优势无法互补, 劣势无
法克服, 整个区域内旅游资源严重浪费, 无法在整体上形成合力. 在河北沿海经济隆起带上, 天津正好位于秦
皇岛、唐山和沧州之间, 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崛起对河北是个机遇, 滨海新区的产业扩散和环渤海经济
带的统一部署对河北都很有利. 河北与天津的关系, 就是/ 极 ) ) ) 支撑的关系0, 既要支撑极点, 又要发展壮大
自己. 建设/ 秦皇岛 ) 京唐港 ) 曹妃甸 ) 天津 ) 黄骅0滨海旅游通道, 以天津滨海新区为核心, 以秦皇岛、唐
山、
沧州滨海地区为两翼, 势必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个新的实施方案, 有利于区域旅游
的互动发展以及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3. 2 构建/ 滨海旅游通道0的路径
3. 2. 1 / 2 条交通轴0环线通道
综合交通体系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 当前京津冀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相互支撑作用并未
充分发挥, 河北省沿海地区城镇发展比较缓慢, 缺少枢纽港和区域快速交通系统等重大区域性基础设施. 在
整个京津冀区域, 滨海地区上接上游来水、
下临海洋, 是控制整个生态系统的纽带, 滨海地区水系统是沿海经
济隆起带区域生态环境的控制点和最适宜的切入点, 沿海生态廊道和旅游线路是滨海地区最宝贵的自然资
源. 沿海经济隆起带应尽早谋划自身定位明确的旅游交通路径, 通过陆上交通轴线和水上交通轴线的海陆一
体化建设, 以港口建设为依托, 以陆域空间为腹地和市场, 强化辐射和带动能力. 沿海经济隆起带构建滨海旅
游环线通道, 有利于提高滨海发展带的交通可达性, 促进滨海旅游通道沿线各节点的经济建设, 宣传区域旅
游资源, 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 带动旅游业和多种城市职能的集聚.
1) 陆上交通轴线 ) ) ) 建设沿线高速景观走廊. 区域的发展轴线不仅是区域内部各城镇的联系纽带, 同
时也是区域与外部空间联系的一种纽带[ 7] . 滨海旅游通道的陆上交通轴线, 即沿海经济隆起带沿线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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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铁路、景观走廊和旅游线路, 这些陆上交通轴线的发展与完善, 充分体现着滨海旅游通道结构/ 开放式0的
特点. 目前, 京津冀交通工程已取得一些成绩, 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 京津、
唐津等高速公路延伸线也在加紧
建设, 保证了未来京津冀都市圈的陆路交通的便捷、
畅通. 滨海旅游通道沿线高速景观走廊的建设, 势必带来
滨海旅游景区景点可达性的提高以及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快速发展.
2) 水上交通轴线 ) ) ) 建设沿海高速景观轴线. 以天津滨海新区为核心, 构建多节点水上交通轴线, 发展
沿海扩散轴, 建设沿海高速景观轴线. 建议将秦皇岛港、
天津新港和黄骅港作为沿海经济隆起带的三大主节
点, 京唐港、
曹妃甸港口作为分节点构建滨海旅游通道水上交通轴线. 区域的发展轴线不仅仅是交通轴, 还有
景观轴线、文化轴线等, 沿海经济隆起带水上交通轴线也应建成一条景观轴线, 通过景观轴线和浏览线路的
开辟, 将滨海旅游通道各节点的各大景区、
众多景点串联起来, 从而带动沿海经济隆起带滨海旅游的发展.
3) 水陆轴线交汇 ) ) ) 凸显通道布点优势. 陆上交通轴线与水上交通轴线的建设实现了京津冀沿海陆地
与水域交通的贯通, 考虑到秦皇岛港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区域引擎作用, 在 2 条交通轴线上设计了 2 个交点,
以凸显通道优势. 水陆轴线的交汇, 有利于增强沿海经济隆起带的旅游扩散力与集聚力, 对于京津冀滨海旅
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3. 2. 2 / 3 个主题0整合通道
区域间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相互间取长补短提供了条件, 以京津冀滨海区为核心的大旅游经济区不仅
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和互为依存的资源要素, 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细分/ 3 大主题0有
利于差异化发展促进滨海旅游通道整合, 京津冀需要承认差别、分工合作、友好协商、
有所侧重.
1) 北京 ) ) ) 新型国际化大都市风光旅游. 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古代皇城, 在旅游发展规模上较津冀具有
明显优势, 随着区域经济及旅游联系不断深化, 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北京在滨海旅游通道建
设中将发挥大都市的核心作用, 形成/ 国际城市、
对外开放程度高、
具有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大都市0主题, 使
其成为滨海旅游最具气势的城市.
2) 天津 ) ) ) 西方文化观光旅游. 天津是最早的直辖市之一, 原/ 九国租界地0, 有风格各异的大小洋楼,
形成了世所罕见的/ 万国建筑博物馆0, 构成了天津独特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随着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
对外型经济逐步显现, 国际元素纷纷注入, 使这座城市的/ 西方0 格调再次成为人们注目的亮点, 在滨海旅游
通道建设中, 天津将不断深化其最有魅力的城市印象.
3) 河北 ) ) ) 环都市圈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旅游. 河北省环绕京津大都市,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生态旅
游资源, 并且资源区主要分布在 2 大都市圈的边缘地区, 包括北部的坝上草原区和燕山山地、
西部的太行山
脉山地区、东南部的滨海湿地地带等, 这些构成了京津都市圈的生态屏障, 在滨海旅游通道建设中河北将发
挥资源多样性优势, 塑造最具色彩的目的地.
3. 2. 3 / 分散组团0点缀通道
单一的滨海旅游很难保持沿海经济隆起带旺盛的旅游吸引力, 而且滨海旅游有其自身的季节限制, 沿陆
上交通轴线和水上交通轴线分散组团点缀滨海旅游通道, 将滨海旅游通道融入区域生态环境, 有利于由单季
观光向四季休闲度假的转化. 根据沿海经济隆起带滨海旅游通道沿线的旅游资源, 拟出几种组团旅游方式.
1) 古城文化旅游组团. 山海关地处山( 角山) 海( 渤海) 之间, 自古为军事要冲, 有 着深厚的古城文化.
1381 年明代在此修山海关、长城, 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 围绕着长城及关城派生出多处知名度极高的名胜
古迹, 如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城、
老龙头、
澄海楼、
海神庙、
孟姜女庙、
长城博物馆等. 山海关拥有旅游资源数量
26 个( 合并前 31 个) , 占全省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 20. 2 % , 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仅次于北戴河, 位列第二, 其
中与长城有关的 7 个( 合并前 22 个) , 品牌知名度极高, 形成山海关旅游的核心资源.
2) 现代农业旅游组团. 国家旅游局将 2007 年的旅游主题定为/ 中国城乡和谐游0, 就河北沿海经济隆起
带而言, 就是建设/ 魅力滨海乡村, 活力滨海城市, 和谐沿海经济0. 将乡村旅游与滨海旅游相结合, 发展现代
农业旅游. 例如: 秦皇岛北戴河集发观光园, 坐落在碧海金沙风景秀丽的北戴河海滨, 是全国首家高科技农业
观光 4A 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北戴河的集发观光园、
天津蓟县/ 农家乐0、北京的民俗村等等, 滨海
旅游通道的贯通, 促进了区域间的无障碍旅游, 节省了繁杂的中间环节,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3) 滨海度假旅游组团. 北戴河海滨避暑度假旅游资源利用历史悠久, 该区拥有旅游资源数量 36 个, 占

# 110 #
全省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 27. 9 % , 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位列第 1. 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接待设施, 有各类宾
馆酒店近百家, 其中 4 星级酒店 1 家、
3 星级酒店 10 家; 众多海湾型海水浴场每天可接待 10 多万人次, 还有
近千幢别墅( 包括疗养院) , 园林、
艺术雕像、
碑碣和行宫遗址, 以及农业生态观光园、
野生动物园等动物与植
物展示地, 拥有多种以避暑度假为主题的各类旅游资源.
4) 滨海工业旅游组团. 滨海工业旅游不仅仅是工业和滨海旅游的简单叠加, 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将现
代工业的巨大魅力渗透到旅游的诸多要素中, 展示工业文明, 如秦皇岛港、
天津滨海新区、
曹妃甸等港口. 天
津港 2007 年/ 五一0长假里, 参加海上工业游的国内外游客达到 8 164 人, 创下了历史新高( 人民网天津视
窗) . 正在建设的天津滨海新区、
曹妃甸港口, 具有得天独厚的工业旅游资源, 有着巨大的滨海工业旅游开发
潜力, 旅游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 共赢发展.
5) 湿地产业旅游组团. 大清河以西沿海地势低平, 地热井多, 沼泽湿地分布密集. 滨海旅游资源以盐田、
养殖池塘、
芦苇湿地为主, 利用水平较低. 但随曹妃甸工业区崛起和黄骅港城开发区、沧州化工园区的建设,
其盐产业风光旅游、养殖产业体验和品鲜旅游、
湿地生态旅游、
温泉( 地热) 疗养旅游将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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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Route of / Coastal Tourism Passageways0 in Economic Rising Upheaval Zone
) ) ) The Breakthrough of Coastal Tourism Cooperation in Jing-Jin-Ji Region
ZHANG Wei
( Center of Tourism Research, Hebei A cademy of S ocial Sciences, Hebei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of the SWOT method, the st reng ths, w eaknesses, opport unit ies and threats of t he const ruct ion of coast al t ourism passagew ays are analyzed. T he st art rout e of t he coastal tourism passag ew ays is put
forward. By using of diversifying development model w hich are t wo t raf fic axis, t hree subject, decent ralized association group, t he st art route is developed and const ruct ed. So t hat it can offer t he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ing
of t he Jing- Jin- Ji regional cooperat ion in some ext ent.
Key words: coastal t ourism passagew ays; Jing- Jin- Ji; SWOT analysis; st art ro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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