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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江苏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的回顾,认真分析了当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建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特色不够、功能不足等问题,提出了要以新理念引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发
展,明确了特色主题、乡野生态景观、体验功能、休闲功能、民俗文化教育、营销推介、管理服务等七
方面建设发展重点和有关措施,以期增强内生动力,加速推进我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发展,助推我
省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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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gin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ent Situation,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Construction
--A Research i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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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such as insuffic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sufficient functions,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should be guided by new concept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iorities and related measures of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characteristic
themes, r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 experience function, leisure function, folk culture and education, marketing
promotion,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should be clarifi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ndogenous power,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boos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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