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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我 国已经有 20多年的发展历史。北京作为最早开始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城
市, 具备良好的农业资源条件和 旅游发展环 境。至 2007年底, 北京 全市实 际经 营的农 业观 光园达 到 1302 个,
观光园总收入 1311亿元, 农业观光园和民俗 旅游户接待人数达 到 26141 4万人 次, 休闲农 业与乡 村旅游 的发展
呈现勃勃生机。目前北京休闲农 业与乡村 旅游发 展主要有 农业观 光休闲、 民俗文化 休闲、休 闲度假 三大类 型;
地域布局呈现近郊、中郊平原区 、远郊山 区三大圈层结 构; 与风景 旅游区 相结合, 形 成十大 发展基 地。 / 十一
五 0 期间, 北京市提出重点打造五条农业精品 旅游 专线, 必将 进一 步推 进观 光休 闲农 业与 乡村 旅游 的健 康发
展。
本文从发展条件、发展现状 和特点、发展布局、旅游线路组织等 几个方面, 对 北京市休闲 农业与乡 村旅游
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北京市休闲农业 与乡村 旅游发 展对策 与建议: 合
理布局、科学管理、加大投入、强化培训、加强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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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 北京是 全国 的政 治、经 济、文 化中 心,
又是对外交往中心。市域包括城区、近郊 区和远

游业和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业致富紧密结合,
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郊区共 18个区县: 城区有东城、西城、宣武、崇
文 4个区; 近郊区有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 4
区; 远郊 区 有通 州、顺 义、大 兴、昌 平、 平 谷、

1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
优势

密云、怀柔、延 庆、门头沟、房山十 个区县。土
2

地总面积 16 807km , 2007 年末, 全市 常 住人 口

( 1) 自然条件: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西北部,

1 633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 00612亿元, 比上

太行山、燕山山脉自西向北环抱, 山岭雄伟险峻,

年增长 1213% , 全市人均 GDP 56 044元, 城镇居

峡谷奇特 幽深; 永定 河、潮 白河 水系 纵贯 京 郊,
河湖矿泉散布, 溶洞瑰丽神秘, 融南方山水 和北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 989元。
北京城市发 展目标: 2050 年 将建成 为经 济、

国风光的雄壮于一体。北京地处暖温带, 春 夏秋

社会、生态全 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进入

冬四季分明, 山区夏季可以避暑, 冬季可以滑雪,

世界城市行列。根据北京城市性质 和总体规划要

具有发展自然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

求, 京郊广阔的乡村区域应成为首 都环境保护的
屏障, 同时, 依托京郊良好的环境条件和 资源条

( 2) 资源条件: 北京地貌类型多样, 其中山
区面积占 62% , 平原区面积占 38% 。山区果林业

件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不仅 可以为北京城

发展迅速, 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 盛产核桃、柿

市居民短期休憩度假提供良好的选择, 并且把旅

子、板栗、苹果、桃、梨、白杏等多种温带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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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特优传统品种不仅为消费者 提供了丰富的

为重点, 把农业种植、农艺景 观、新农村建 设和

食品来源, 而且还为开发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项
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平原区农业资源丰富, 已建

观光、休闲、度 假、娱乐 融为一体, 形成独 特的
乡村旅游景观, 并且与其他旅游景点相配合, 成

立了生态农 业、高科技农业、观光农业、绿色度

为城市居民丰富农业知识、体验农业 生产劳动和

假村等多种农业园区, 为了发展观 光休闲农业提

农家生活、享用农业成果以及休闲健 身的绝好选

供了可能。
( 3) 人文条 件: 北京 作为 一个 政治、经 济、

择。
( 1) 观光休闲农业类型

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中心, 也是一座世 界历史

根据近年来对北京市有一定基础和规模 的观

文化名城。她 的文化淀积深厚, 具有开展 休闲度
假、科教旅游、文物博览、森林和生态旅 游等多

光农业园的调查分析 ( 不包括一般小型采摘园 ) ,
北京郊区共有各类观光休闲农业园 285个, 其中

种休闲旅游活动的得天独厚优势。老北京积淀了

观光采摘为主的农业园共计 260 个, 占全市 观光

大量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 北京 郊区广大农村

休闲农业园的 9112% ; 其他类型有花卉为主体的

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的民俗风情, 为发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奠定深厚而朴实的基础。

农业园、科技示范中心、基地、生态农业旅 游山
庄等。目前, 北京市观光休闲农业园主要有以下 6

( 4) 市场条件: 北京市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庞

种类型:

大的人口基数为发展旅游产业提供 了良好的经济
基础和消费潜力。从消费能力来看, 2007 年前 11

¹ 农园观光型: 以展示种植业的栽培技术或
园艺、农产品 及其生产过程等为主, 建立了 观光

个月北京市城镇 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 出 14 081 元,

农园、教育农园、农业公园、市民农园或租 赁农

其中教 育、文 化 和娱 乐服 务支 出 高达 2 251 元,

园等, 如朝阳区的朝来农艺园。

3212% 的恩格尔系数显示出在 满足了吃、穿的基
本需求之后, 人们的消费倾向逐渐转向文化、旅

º 农园采摘型: 利用开放成熟期的果园、菜
园、瓜园、花圃等, 供游客 入园观景、赏花、摘

游等 消 费 领 域。 据 北 京 市 调 查, 每 年 大 概 有

果, 从中体验自摘、自食、自取的果 ( 花 ) 农生

6713% 的 家 庭 选 择 到 郊 区 休 闲 旅 游, 其 中 有
1619% 的家庭每 年到 郊区 旅游 3 ~ 5 次。全市 有

活和享受田园风光。如顺义区的西甜瓜采摘园。
» 渔场垂钓型: 利用水库、池塘、渔池等水

1513% 的市民到 郊区旅游 5次。由此可见, 经济

体进行垂钓、驾船、滑艇、食水鲜和水上娱 乐等

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应的城市规模拓展、城市人口

内容的水域旅游活动。如怀柔县红鳟鱼养殖、垂

增加, 为发展乡村休闲农业旅游提 供了巨大的客
源市场。

钓场。
¼ 畜牧观赏狩猎型: 利用牧场、养殖场、狩
猎场、跑马场等, 给游人 提供观光、娱乐、参与

2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
特点

牧业生活的风情和乐趣。如房山蒲洼 乡野生动物
饲养场和狩猎场、延庆县康庄跑马场等, 每 年都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主要有农业观

½ 森林旅游型: 以森林区优美的环境、洁净

光休闲、民俗文化休闲、休闲度假三大类型。

的空气, 来吸 引居民体验回归大自然的情趣, 并
进行休闲、度假、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等健 身活

211 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特点

动。如房山区 上方山森林公园、怀柔县云蒙 山森

北京郊 区休闲 农业 的发展 历经 了萌 芽自 发、

林公园、海淀区香山植物园等。

政府引导和规范管理三个时期; 自 昌平县十三陵
旅游区率先建立观光采摘果园开始, 经过近 20年

¾ 生态科技观光型: 利用生态示范区或高科
技农业示范园区吸引游客, 使游客在 休闲过程中

的发展, 京郊 各区、县休闲农业已经具有 相当的

开阔眼界, 增 长知识。如北京昌平区小汤山 现代

规模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北京市休闲农业以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为基础,

农业科技园等。
¿ 综合观光型: 在观光农业景区内设置多种

以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农业科 技和农耕文化

项目, 如北京昌平区下庄乡开展山区 特色旅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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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民俗休闲旅游发展特点
( 1) 民俗休闲旅游业类型
近年来, 北京市在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

( 2) 观光休闲农业园分布

伴随着农村 产业结 构调整 和京郊 旅游业 的发 展,

根据北京郊 区 285个观 光休闲农业园 统计资

民俗休闲旅游业发展很快。为了促进 民俗旅游健

料, 可以看出 各区县分布不均一, 分布最 多的是
平谷区占 22% , 其次是怀柔区占 13% , 这两个区

康发展, 北京市农委会同市旅游局制定了 / 北京
市民俗旅将接待户评定标准 0 和 / 北京市民俗旅

县占市郊区的 35% 。从区域来看, 近郊区 18 个,

游接待户评定暂行办法 0。并评定了第一批市级民

占全市的 6% ; 中郊区 88个, 占全市的 31% , 远
郊区 179个, 占全市 63% 。由此看出, 在区域上

俗村 35个 ( 参见图 3, 4) 。其产品类型如下:
¹ 古村落观览型: 以游客静观或踏看为主的

观光休闲 农业 园主 要分 布 在中 远 郊区 和 远郊 区

游览方式, 以 民俗设施、民俗陈列和有地方 特色

( 参见图 1、 2) 。主要分布在现有著名景区、景点

的民居群落观览为主要形式。如密云 县的遥桥峪

的边缘附近, 进入景区公路边缘及主干公路两侧,
呈带状分布。

民俗旅游村。
º 农事体验型: 即在特定的民俗环境中, 同
当地人或表演者共同游 戏、生活或劳作, 诸 如歌
舞戏、种花养鱼、采摘果 实、种植 蔬菜、学 做菜
肴及其他家庭工艺等。例如, 昌平麻峪房民 俗旅
游村。
» 度假休闲型: 即以度假为主, 在水乡、山
村或民俗园中小住数日, 对游览地的衣、食、住、
行作亲身体验, 同时对当地的民间艺术、民 间技
艺、方言等加 以轻松的了解。此类民俗村多 分布
在自然风景区附近, 例如房山区十渡 镇九渡民俗
旅游村。
¼ 传统教育型: 即以一些历史事件遗迹为依
托, 结合民俗 风貌, 使游客在领略风土民情 的同
时, 接受传统教育, 一般多为 / 红色旅游 0, 即利
用革命历史遗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例如房山区
霞云岭乡的堂上民俗旅游村。
½ 科普教育型: 在农业生产、村镇建设和人
民生活等 方面, 广泛 运用 科技 新技 术、新 方 法,
建立多种科技示范区, 使游客在游玩 的过程中了
解各种实用科技知识。例如大兴区长 子营镇的留
民营民俗旅游村, 留民营是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授
予的全球环保 500佳, 是著名的 / 中 国生态第一
村 0。
¾ 新村风貌展示型: 其核心就是展示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新风貌。典型代表是房山 区的韩村河
民俗旅游村。
( 2) 民俗休闲旅游村分布

至 2007年末, 北京全市实际经营的农业观光
园为 1 302个, 观光园 总收入 1311亿元, 农业观

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影响 的民俗旅游村, 主
要分布在北京西北部和西南部区县, 地处相对偏

光园和民俗旅游户接待人数达到 2 61414万人次。

僻的农村地区和山区地 带。就区县分布来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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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怀柔、延庆、房山、昌平, 朝阳、丰台,
其他区县分布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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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7年底, 郊区有 11个区县 50多个乡
镇民俗旅游接待户有 13 570 多户, 从事民俗旅游
接待的农民 40 000 余人, 民俗旅游总收入 5亿多
元。
213 休闲度假村发展特点
( 1) 休闲度假村的类型
20世纪 90年代初, 城市的宾馆饭店已趋于饱

图 3 北京民俗 旅游村各区县分布图
F ig1 3 The num ber o f fo lk v illages in Be ijingps suburbs

和, 以康体、休闲、娱乐 为主要特点的度假 村开
始在郊区兴起。 1996 年, 在全市设立了平谷金海
湖、密云白河、怀柔红螺 山、丰台 花乡、海 淀稻
香湖、昌平 六个 市级 旅游 度假 区。据 初步 统 计,

根据郊区远近划分的三个 区域来看, 近郊区
只有一个, 占统计数的 0177% ; 中郊区有 21 个,

北京市郊区目前有休闲 度假村 155 个, 其中: 近
郊区 3个, 占 1194% ; 中郊区 53个, 占 34119% ;

占统计数的 16115% , 远郊区有 108个, 占统计数

远郊区 99个, 占 63187% 。休闲度假 村的主要类

的 83108% 。

型:

图 4 北京市郊区 民俗旅游村分布图
F ig14 D istribution of folk v illag es in Be ijingps suburbs

¹ 以温泉为依托的康体休闲度假村: 开发地

是商务、会议、休闲度假、健身疗养的理想场所。

热温 泉, 建 成温 泉疗 养池、戏水池、游泳 池 等,
使度假者通过洗温泉 浴达到医疗、保健作用。目

º 以 生态 农业 为依 托的 生 态度 假村: 采 用
/ 前村后园 0, / 以园养村, 以村促园 0 的经营模

前已建成的温泉型度假村有 12家, 如位于顺义高

式, 其 中 90% 以 上 的 土 地 用 于 种 植、养 殖 业,

2

丽营镇于庄的春晖园, 占地 180hm , 北靠温榆河,

10% 的土地用于休闲、娱乐、康体、教育、会议、

环境幽雅, 空气清新, 52度的清澈温泉可饮可浴,

餐饮等设施的建设。目前全市已建成 的生态型度
假村有 25家, 其典型代表是朝阳区的蟹岛绿色生

对慢性风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等有独特疗效。

郭焕成 等: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4期

态度假村。

457

/ 两周 0: 一是指度假村主要分布在风景区周

» 以体育设施为依托 的运动健 身型度假 村:
是以大型旅游设施如 高尔夫球场、滑雪场、足球

围, 如云蒙山、雾灵山、十渡、东灵山、妙峰山、
八达岭长城、慕田峪等风景区的周围 度假村分布

场、羽网球馆 等为依托, 进行配套设施建 设开发

比较多; 二是 沿水库和湖泊周围分布, 比如 密云

的度假村, 主 要满足运动休闲的需求。目 前有运

水库、怀柔水库、十三陵 水库、官 厅水库、斋堂

动健身型度假村 9 家, 如丰台区的 大井体育公园
休闲度假村。

水库、金海湖、红螺湖等地区, 这些地区自 然环
境优美, 空气新 鲜, 绿地 广阔, 有 山有水, 环境

¼ 以森林为依托的休闲型绿色度假村: 利用

污染少, 交 通 条 件较 好, 适 宜 兴 建休 闲 度 假 村

森林资源, 在 森林 内或森 林公园 旁修建 度假 村,
游客可以在这里呼吸到城里享受不到的新鲜空气。

(区 ), 都是度假村的集中分布地区 ( 参见图 5 ) 。

目前森林型度假村有 11家, 如位于顺义区的北京

3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
布局

绿色度假村。
½ 以旅游房地产为依托的别墅型度假村: 是
度假村中比较新的类型, 是以房地 产开发为依托

根据北京市郊区资 源、环境、区位及农 业生

的, 大部分是 具有异域风情的度假别墅群, 全市

产特点, 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 展区域布局

现有别墅型度假 村 9 家, 如密云的 瑞海姆田园度
假村。

可以划分为三个圈层, 10大发展基地。

¾ 以民俗风情和古村落为依托的乡土文化型

311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圈层

度假村: 大都建在环境优美或有独 特乡土民俗文

( 1) 近郊区: 包 括朝阳、海 淀、丰台、石景

化的乡村, 全市共有 38家。如门头沟区斋堂镇的
爨底下民俗文化度假村。

山 4个区。这里交通方便, 最接近城市消费群体,
农业以园艺农业和高档次果菜种植为主, 休闲农

¿ 以自然风景旅游景点为依托的山地休闲度

业应以观赏游览、体验农作为主, 可以重点 发展

假村: 是以旅 游景区为依托, 大都修建在 旅游景
点周围, 游客 白天 可以领 略风景 区的秀 丽风 光,

农业公园、花 卉观赏园、垂钓场及市民租赁 农园
等观光、体验农耕项目。

夜晚可 以在 度假 村 休息、娱乐。目 前全 市有 36

( 2) 中 郊平 原区: 包括 大 兴、 通州、顺 义、

家, 如怀柔的神堂峪度假村。

昌平 4个区。是首 都粮、菜及畜禽水产品生 产基

À 其他类型: 会议型度假村, 如怡生园国际
会议中心; 狩猎型度假村, 如北京天龙狩猎山庄;

地, 主要河流穿行其间, 农业 资源丰富, 农 业景
观明显, 休闲农业应以观光休闲、农耕体验、农

科普文化型度假村, 如地球村等, 共有 13家。

业教育为主, 可以重点发展观光农园、教育农园、

( 2) 休闲度假分布特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 北京市郊区的度假 村主要
分布在中部的山前地 区, 构成一条东北、西南走

垂钓乐园、民俗体验庄园、租 赁农园、瓜菜 采摘
等休闲、体验项目。
( 3) 远 郊山 区: 包 括房 山、门 头沟、延 庆、

向的度假村集中分布 带。从行政区域来看, 则主

怀柔、密云、平谷 6 个山 区县、区。这里自 然景

要分布在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和延庆等山区、
半山区区县。从地形上看则主要分 布在西北六环

观优美, 森林资源丰富, 休闲农业应以休闲疗养、
农村文化体验、自然风景观光等为主, 可以 重点

外侧的平原区和浅山区。北京的度 假村分布特点

发展森林旅 游、民俗旅游、果 品采摘、狩猎 等生

是 / 两沿两周 0:

态文化旅游项目。

/ 两沿 0: 一是指沿河流分布, 最典型的是沿
潮白河两岸建有十几家度假村, 永定河、拒马河、

312 与景区结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基地

清水河等河流沿线也有度假村分布; 二是沿交通

( 1) 金海湖区。位于平谷区东部, 金海湖周

干线分布, 北京通往周边地区的国道如 108、 109、
110、 111等国道沿线都有度假村分布, 另外, 连

围地 区, 南 北有 山, 中 间有 湖, 周 边果树 分 布,
曾是亚运会的水上运动项目比赛场地, 将来也是

接风景区之间的公路沿线也有度假村分布。

奥运会水上运动比赛项目场地之一。结合水上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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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京市郊 区度假村分布图
F ig15 D istribution of reso rts in B eijingps suburbs

乐文化项目开发了大量的观光采摘项目、休闲度
假产品, 形成重要的休闲基地。

部, 背靠松山、玉度山, 面向延庆 盆地, 处 于山
前地 带, 有 山有 水, 风 景优 美, 冬 有冰灯 观 赏、

( 2) 密云水库库南地区。位于密云县密云水
库以南地区, 北有密云水库, 东有潮河、西有白

夏可登山乘凉, 山前亦有果树分布, 是自然 生态
旅游、休闲度假、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河, 东部和 西北 部属 山区 地带, 地处 山前 地 带、
地下水丰富, 靠近 101国道和 京承高速公路, 该

( 6) 西山景区周边地区。位于门头沟东部和
海淀区的西 部, 这里有著名的妙 峰山、香山、鹫

区果树种类繁多, 旅游风景区点较多, 是 自然风
景旅游、采摘观光、历史文化 旅游、休闲 度假基

峰, 沿山分布有著名的果园、如樱桃、京白梨园,
还有永定河穿过本区西部, 是北京郊 区登山运动

地。

休闲、观光采摘、民俗文化旅游基地。

( 3) 雁栖湖周围地区。位于怀柔区城区北部
边缘、长城以 南的山前地带, 区内有雁栖 湖和怀

( 7) 十渡景区周边地区。位于房山区西南部,
拒马河河谷地带, 两侧大量的石灰岩分布, 地层

柔水库, 山前有泉水分布, 水 质良好, 是 养殖红
鳟鱼的天然场所; 北边有著名的慕 田峪古长城风

层理明显, 节理发育, 景观优 美, 素有北方 小桂
林之称。是北京著名的自然山水民俗 文化旅游基

景名胜区, 是北京市重要的休闲度假、观光采摘、
民俗旅游、运动休闲等多种休闲项目基地。

地。

( 4) 十三陵景区周边地区。位于昌平区城区
的北部, 地处军都山南麓, 靠 山向阳, 另 有十三
陵水库, 是明 代帝王陵墓集中地。是国内 外有名

( 8) 小汤山温泉地区。位于昌平区中部平原
地区, 发育温泉, 是北京高科 技农业示范区, 距
北京市较近, 是北京休闲度假、高科技观光 农业
基地。

的旅游区。山前果树分布较多, 其柿子、板栗曾
是贡品。民俗 旅游村落较多, 是北京郊区 民俗文

( 9) 潮白河沿河区。位于顺义区中部, 潮白河
贯穿南北, 河岸有护岸林, 河岸景观带, 农产品丰

化、观光采摘旅游基地。
( 5) 龙庆峡景区周边地区。位于延庆县城北

富, 有较多的运动项目, 如跑马场、高尔夫球场,
是北京观光采摘、休闲度假、体育运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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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东灵山、雾灵山风景区。东灵山位于门
头沟的西部, 地势较高, 海拔 2 300多 m, 气候凉
爽, 是北京夏 季避暑胜地; 雾灵山位于密 云的东

5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
策与建议

北部, 地 势较 高, 有山 有 水, 森 林、 果树 茂 密,
是自然生态旅游、观光采摘、民俗文化休闲基地。

4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线路的
分布
依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结合 / 北京市 -十

511 加强资源整合, 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
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要因地制宜, 突显
特色, 搞好整体规划。 ( 1) 认真调查分析当地资
源条件, 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合 理开
发农业资源、农业产品和农耕文化, 准确地 把握
市场需求的变化规律, 突出自己的特色, 增 强吸

一五 . 时期农村发展规划 0 中农业观光休闲产业

引力;

发展要求, 在 / 十一 五 0 期 间, 打造 出 北 京 市

的功能定位, 选择具 有较 强竞争 力的主 导产 品。

/ 五条 0 农业精品旅游专线, 来进一步推进观光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深 度开发京郊休

划分旅游功 能分区, 搞好 旅游项 目和景 观布 局。
搞好基础设 施规划 布局, 提供良 好的发 展环 境。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

( 3) 认真调查分析游客的来源、构成、消费取向,

( 1) 东北部专线: 以机场高速、顺平路为轴
线, 辐射朝阳、顺义和平谷三 个区, 建设 东北部

根据城市游客的消费需求, 开发适销 对路的项目
和产 品。突 出特 色, 树 立品 牌, 防 止项目 雷 同,

农业旅游专线。朝阳区发展教育农庄、高 科技示

重复建设, 恶性竞争的现象。

( 2) 科学地确定郊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范展示园、生 态家园等农业旅游项目; 顺 义重点

针对目前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状况, 建 议市

发展以蔬菜、西甜瓜、果品为主的观光采 摘旅游
项目; 适度发展以体验、租赁为特色的市民农园;

政府通过以下措施进行整改: ( 1) 对中央和市属
企、事业单位 在水库周边地区修建的疗养院、会

平谷区开展观光采摘项目, 以金海 湖为中心发展

议中心、培训 中心等要进行评估和整合, 经 营管

民俗旅游业。
( 2) 北部专线: 以京密路、 101国道为轴线,

理水平低的要进行整改; ( 2) 对污染水源、堵塞
河道、导致水土流失和过度抽取地热 水源的度假

辐射朝阳、顺义、怀柔和密云 县四个区县, 建设

村要坚决关闭;

北部农业旅 游专线。怀柔 区重点 发展民 俗旅 游、

坡地区禁止新建任何形式的休闲项目;

果品采摘、绿色氧吧、山吧、体验型等农 业旅游
项目; 密云县以密云水库为中心发展民俗旅游。

新建休闲项目, 一定要通过相关部门 和专家的科
学论证, 否则不予批准。

( 3) 在水源地、山区河道以及陡
( 4) 今后

( 3) 西北部专线: 以八达岭高速公路为轴线,
辐射海淀、昌平、延庆三个区 县, 建设西 北部农
业旅游专线。海淀区着重发展果品采摘; 昌平区
和延庆县重点发展果品采摘、民俗旅游。
( 4) 西 南部 专线: 以 108 国道、京石 高 速、

512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建立现代郊区休闲产业
运行机制
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关系到 农业生产经
营、农村文化开发和农村自然资源和 环境保护等

109国道为轴 线, 辐 射门头 沟、丰 台、房 山三 个
区, 建设西南 部农业旅游专线。丰台区重 点发展

多方面。所以, 发展郊区休闲 产业, 必须坚 持科
学的发展观,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休闲产业链:

教育农庄、高 科技 示范展 示园等 农业旅 游项 目;

( 1) 坚持以人为本的新理念, 以提高农民收

门头沟和房山两个区重点发展果品采摘、绿色氧

益为出发点, 服务于城市游客, 要富于农民, 发

吧、山吧项目, 充分利用自然 和人文景观, 发展
民俗旅游。

展农村经济。
( 2) 以农业经营为主, 在农业生产、加工和

( 5) 南部专 线: 以京 津塘 高速、京开 高 速、

销售的基础上发展旅游 业, 以农业养旅游, 以旅

京沈高速为轴线, 辐射丰台、大兴、通州三个区,
建设南部农业旅游专线。大兴区和 通州区重点发

游促农业, 二者互相补充、协调发展。
( 3) 重视生态保护。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展瓜、果、菜采摘等体验农业。

游必须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提升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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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 防止农业污染, 杜绝 / 破坏性 0 开发,

人才 队伍 建设, 建立 科学的 选人、引人、用 人、

保护农村自然景观, 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要科学
安排地域环境容量, 在旅游高峰期 要严格控制游

留人和培养人机制, 尤其要注重培养 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 游科 技开 发、管理、艺 术、 园林、导 游、

客数量, 使其 在景区环境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保

文学等方面专业人才。

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 3) 着手郊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信息化建
设, 建设信息预告制度。

( 4) 重视农村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农村文化
中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具有浓厚的
乡土气息和较高的文化品位, 要实 行农村文化资

515 制定优惠政策, 完善法律法规

源开发和保护相结合, 继承和发展相结合。
( 5) 城乡旅游开发一体化。将乡村旅游开发

( 1) 由北京市政府拟定并出台 / 关于加快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 0, 比如, 结合

纳入城市旅游大系统 中, 统一规划和建设, 科学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引导农民建设观光园等。

开发和合理布局区域乡村旅游项目, 提高旅游资

( 2) 出台 / 北京市旅游观光果园建设标准 0,
建设北京市观光果园的示范区, 树立 观光果园示

源的开发与利用效果, 使城乡之间 资源和产品优
势互补, 市场共享, 推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513 扩大投资渠道,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1) 多渠道融资,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建立

范户, 典型示范, 以点带 面, 产生 规模效应, 形
成规模经济。
( 3) 着手草拟制定北 京市及郊 区各区 ( 县 )
行业 / 公约 0,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对休

多元的投资和经营机制。要拓宽投资、融资渠道,

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 行业的 行业规 范、监 督作 用,

在继续发挥财政的主导作用、加大 政府扶持力度

强化行业协会的纽带与协调职能, 加 强行业组织
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联系与交流, 不 断扩大与行

的同时, 鼓励国内外企业和个人投 资于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产业, 形成多元化的投 资机制和多元
化的经营体制, 以及 / 公司 + 农户 0、 / 农户 + 基
地 0 等运作机制。
( 2) 加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公共设施与食

业内部组织、企业之 间及 对口部 门之间 的协 调、
联络与合作, 促进休闲产业的和谐、健康与 持续
发展。

宿设施的建 设。要解决好交通、通讯问题, 与交

参考文献

通部门合作, 开辟旅游专线, 为城市市民 游客出

[ 1] 卢云亭, 刘军萍. 观光农业. 北京出版社,

游提供方便。乡村 休闲旅 游发展 要与乡 村改 造、
建设规划相结合, 搞好农村居民点道路规划, 为

[ 2] 郭焕成, 刘军萍, 王云才. 观光农业发展研究. 经济地

游客休闲游览提供快捷方便的旅游通道。

理, 2000,

1995.

( 3) : 121.

[ 3] 吴 必 虎. 区 域 旅 游 规 划 原 理 . 中 国 旅 游 出 版 社,
2001.

( 3) 加强对景区内部及外围的管理工作, 做
到规范化的运营与管理。同时要加 强对游客的环

[ 4] 王云才. 国际乡村旅 游发展 的政策 经验与借 鉴. 旅游

保教育, 可在景区宣传册、景 区导游图、垃圾箱

[ 5] 北京市农村工 作委员 会. 北 京观光 休闲农 业产业 发展

上, 以环保标 语加强对游客的环保教育, 尽量让

学刊, 2002,

( 4).

现状调查. 2005.

游客自觉的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 6] 王婉飞, 王敏娴 , 周丹. 中国观光农业发 展态势. 经

514 加强郊 区休闲 产业发 展研究, 强化 员工 培

[ 7] 孙艺惠, 杨存栋 等. 我国 观光农 业发展 现状及 发展趋

济地理, 2006, ( 5) : 854~ 856.

训, 提高服务质量
( 1) 建议尽快形成专业化的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研究队伍。依托北京的大专院 校和科研院所
等研究机构, 由政府给予必要的扶持, 研 究部门
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发展提供理论、技术、方
法支撑。
( 2) 建立科学的人才机制。要重视休闲行业

势. 经济地理, 2007, ( 9): 835.
[ 8] Brodt S, Feenstra G, K ozlo ff R, et a .l Fa rme r- community
connec tions and the future of ecolog ica l agr iculture in Ca l-i
fo rnia. A g ricu lture and Human V alues. 2006, 23( 1): 75
~ 88 .
[ 9] V eeck G, Che D, V eeck A,

Am er icaps chang ing farm-

scape: A study o f ag ricu ltura l tour ism in M ichig an. P rofessional G eog rapher. 2006, 58( 3) : 235~ 248.

郭焕成 等: 北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4期

461

Study on the D evelopm ent of L eisure A griculture and
Rura l Tourism in B 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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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H uancheng , SUN Y ihui , REN Guozhu , LV M ingw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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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raduate School of the Ch 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B eij ing 100039,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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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 the cap ital of China, Be ijing is one of the f irst groups o f cities th at deve lo ped agritourism and rura l
tourism in our country. W ith rich h istory and cu lture, Be ijing a lso has pleasant clim ate and colorful ag ricultu ra l resources. A ll th ese prov ide excellent conditions for the deve lo pm ent of le isure ag ricultu re and rura l tourism.
A ccord in g to stat istics, until the end of 2007, there w ere 1302 agritourism parks in Be ijing, generating 1131
billion yuan incom e. M ore than 13570 fam ilies and 40000 peop le are invo lved in rural tourism industry. M ore th an
26 144 000 tourists have enjoyed their serv ices and products.
Now, three types o f leisure agricu lture and rural tourism have developed in Be ijing: ag ricultu re leisure, fo lk
cu lture leisure and L eisure resort w ide ly d istributed in Beijin gps suburbs. T he present deve lopm ent layout of
Be ijingps leisure agricu lture and rural tourism takes on a three-circled structure and form s ten deve lopm ent bases.
To m eet th e requirem ents o f le isure agricu lture in dustry, Be ijing is launch ing f iv e new tourist routes specia l for rura l tourism products, w hich prov 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leisure agricu lture and rura l tourism deve lo pm 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developm ent cond it ions, present situatio ns and characteristics, deve lo pm ent layout
and tour is t routes organizations; th is paper g iv es a com prehensiv e ana ly sis of the developm ent o f B eijingps le isure
agr icu 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t a lso puts forw ard som e suggestions fo r its sustainable deve lo pm en:t rat io na l distr-i
bution; enhanced m anagem en;t in creased investm en;t in tensive tra in ing; and effective legal protect io n.
K ey w ord s: leisure agr icu lture;

rura l tour ism; B eij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