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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森林旅游兼具生态旅游发展和扶贫开发、生态文化建设和教育传播、生态补偿和生态效益共享、多样性物种保

育和生态服务保护等多元功能，
是融生态、
经济、社会和民生综合效益为一体，全方位体现生态文明和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
载体。
［关键词］ 广西龙胜；
森林旅游；推进扶贫工作

龙胜县是山区县、广西重点林区、少数民族集聚区，山

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境内有丰富的滑石、
中国红玉、紫

地、
森林和少数民族风情等资源组合条件好，
发展森林旅游

金矿等，
其中滑石储量居全国第二，品质为全国第一，
龙玉、

在龙胜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红玉产业市场前景良好；境内有堪称“天下一绝”的的

1、龙胜县发展森林旅游对推进扶贫工作具有优越的

龙脊梯田景区、
被誉为“人间瑶池”
的龙胜温泉、
离城市最近

条件
1.1.地理优越，资源稀特

的原始森林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县内盛产油茶、茶叶、

在地理位置上，龙胜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县境连接湖南、贵

鸡、
翠鸭、
亚冷水鱼等绿色有机生态农副产品。

州、广西三省八县，是湘西南、黔东南与四川进入广西之咽

罗汉果、毛竹、柑橘、西红柿、龙脊辣椒、三木药材、龙胜凤
1.2.民族团结，
风情浓郁

喉与物资集散地，
是滇桂黔侗族文化的第一道窗口，
是桂林

龙胜县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国际旅游胜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为经

民族关系，
龙胜被称为
“广西少数民族缩影”
，
县内拥有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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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壮观、
凌厉飞扬的鼓楼和风雨桥，
另有大批少数民族风

3.2 注重提升周边贫困村（户）旅游服务功能。围绕景区

情旅游村寨，民族风情绚丽多姿，
侗族的多声部名歌享誉世

游客消费需求，
根据自身条件，
开展民宿客栈、
特色餐饮、民

界，瑶族刺绣与服饰绚烂多彩，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丰富多

俗表演、旅游商品加工销售以及运输、商贸等经营活动，从

彩，
龙胜也被称“民族百节之县”
。

而延伸景区观光产业链条，
建立分工协作、
农工商贸游有机

1.3.生态良好，
环境优美
县内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标准，水质优良，土壤洁净，

结合的旅游扶贫产业体系。
3.3 丰富的森林自然物产，
如林木产品、
林副产品、林区

森林覆盖率高达 79.12%；境内有彭祖坪林区、龙胜温泉国

农产品、
苗木花卉、
木工艺品、
竹藤制品等，
加工成为深受旅

家森林公园、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西江坪原始森林保护

游者喜爱的旅游商品。重点挖掘森林里的
“有机果、
养生药、

区和南山高山草场等休闲养生胜地。中科院对全县空气环

木工艺”等特色资源，创意开发一批森林旅游商品品牌，通

境、
水环境、
气候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现状等十个方面进行监

过供应链将其输送到景区、
农家乐等游客相对聚集的区域，

测，其监测评价结论为“龙胜县生态环境现状较为理想，生

或者以
“电商”
的方式进行销售，
提升传统林业的附加值，间

态系统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大气环境、水环境状况优良，

接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气候条件优越，
有益于人体健康”
。由此可见，
整个龙胜县即

4、
建立保障机制，
确保森林旅游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一个大森林公园，
一个天然大氧吧。

4.1.加大对森林旅游发展的投入

1.4.森林旅游，
新的时尚

利用扶贫、
生态补偿、
森林保育、
林业基本建设、林业重

当前，
旅游已成为人们新的常态化生活方式，
传统观光

点工程、
旅游发展基金等多个渠道资金，
加大政府对森林旅

旅游将让位于休憩度假旅游，
散客旅游慢慢成为主流。特别

游发展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包装推出一

是森林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时尚，
回归自然、
拥抱自

批贫困地区森林旅游优选项目，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各

然和感受自然已成为现代旅游的追求和文明标志，推动发

地积极落实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森林旅游发展和

展方式转变，内涵式、集约型、低碳绿色的旅游业发展成为

旅游扶贫开发。

新趋势。旅游需求的不断创新，
让教育、
文化、
康疗、
养老等
新兴需求亮点不断，为森林生态教育、文化传播、旅游休闲

4.2.改善森林旅游扶贫的设施条件
发展森林旅游推进扶贫攻坚需要大力改善设施条件。

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市场对接口。这些都为森林旅游发展和

以财政投入为主，支持森林旅游区的道路、供水、供电、供

释放扶贫功能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暖、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森林旅游区旅游公共服务设

2、
龙胜县“生态旅游扶贫”
工作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施，建设森林旅游区游客集散与服务中心、自驾车营地、观

生态旅游产业扶贫，是龙胜扶贫开发工作的开篇之作

景平台、旅游厕所、标识标牌、旅游安全监测与应急救援体

和点精之笔。随着龙胜生态旅游蛋糕越做越大，
覆盖面越来

系。积极开展森林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
网络预定和网

越广，贫困群众参与旅游产业发展而脱贫致富的成果不断

上支付，
实施智慧森林景区工程，
逐步提高森林旅游的信息

扩大，以龙脊镇为代表的连片旅游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

化服务水平。

著成效，
真正走出了一条旅游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成为旅游

5、
结语

扶贫的典型
“龙胜模式”
。近年来，
龙胜加快了生态旅游产业

提高森林旅游发展的组织化水平，形成“政府 + 企业 +

扶贫之路的步伐，全面实施“生态立县、绿色崛起”和“旅游

合作社 + 贫困户”
“ 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
“合作社 + 贫

兴县富民”的发展战略，并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核心产

困户”
“以大带小”
等多种森林旅游扶贫开发模式，
有效盘活

业、
品牌产业来打造。为全面推广旅游脱贫的成功模式，进

林区自然资源、既有设施和人力资源，使资源变资产、资金

一步扩大旅游扶贫成果，龙胜县委县政府还创新提出“全

变股金、村民变股东，形成股金、租金、薪金等多种收入渠

域一区一线”的发展思路，按照旅游“一盘棋”来发展，把龙

道，整体推动森林旅游扶贫开发。提升贫困群众参与森林旅

胜建成国家生态公园，将全县十个乡镇串点成线、串线成

游发展的意识和技能，通过培训、考察、帮扶指导等形式，培

片，打造一条贯通 10 个乡镇 81 个行政村的生态旅游扶贫

养一批有创意、
懂经营、
善管理、
讲诚信的旅游接待带头人，

开发大循环路网，
并在线上打造广南千户侗寨、
洋湾风情苗

带领贫困村（户）发展有品质、
有特色的森林旅游产品。

寨等民族旅游村寨以及彭祖坪、
南山等景区（点），让更多贫
困群众参到旅游发展中来，
共享旅游扶贫开发成果，
将龙胜
贫困面广、
贫困程度深的西北片区全面带动起来，
走进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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