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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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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的森林生态旅游业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做好森林保护和发展林业经济的最佳结合方式。
本文分析了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优势与独特之处，总结了现有的森林生态旅游产品，结合近 5 年四川生态

旅游收入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并对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四川; 森林生态旅游; 分析

中图分类号: S7 －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508( 2015) 02 － 0067 － 04

Analysis of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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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has grown steadily，and become a
best combined way to do a good job of fores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nom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analyzes the Sichuan Province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features of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an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ducts． Be-
sides，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Sichuan ecological tourism income of nearly five years，analysis is made
of the problems，and the next developmental measur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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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森林生态旅游业在我国逐渐形成，

并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森林提供木材

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改善环境和提供休憩的功能

正在不断加强。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通

过近 10 年持续不断的政府引导、企业投入和社会监

督，目前已发展成为调整产业机构、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也是弘扬和展示生

态文明的重要平台。不过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

与社会发展、市场期望等不相符的问题。因此，积极

研究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现状、市场现状、产品

供给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未

来深入、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1 森林生态旅游基本概况

1． 1 森林生态旅游的概念

森林生态旅游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

被保护的森林生态系统内，以自然景观为主体，融合

区域人文社会景观对象的郊野性旅游。旅游者通过

与自然的接触，达到了解自然，享受自然生态功能的

好处，产生归顺自然的意境，从而自觉保护自然、保
护环境的一种科学、高雅、文明的旅游方式( 李健，

2004) 。
森林生态旅游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以享受森

林生态系统功能为主要目的，所开展的一种既获得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能促进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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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 李维余，2007) 。
从以上两个定义可以看出，森林生态旅游是有

深层次责任感的旅游活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回归自然，即到森林生态环境中去观赏、探奇等，

目的在于享受和领略清新、安静的森林与人的和谐

气氛，探索认识森林奥秘，增进健康，陶冶情操，接受

环境教育等; 二是对森林生态环境有促进作用，即不

论森林生态旅游者还是森林生态旅游经营者，甚至

包括得到经济收益的当地居民，都应当在保护当地

森林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方面做出贡献。
1． 2 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森林旅游与森林生态

旅游

WTO( 世界旅游组织) 明确区区分了生态旅游

和可持续旅游，指出生态旅游本身是旅游业的一个

组成部分，而可持续旅游原则适用于多有旅游活动、
经营、企业和项目。因此，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的

实现形式。
在我国，生态旅游分为 6 种类型: 森林游憩生态

游、草原风情生态游、湿地观鸟生态游、沙漠探险生

态游、农业体验生态游、海洋度假生态游。森林生态

旅游是生态旅游的主要类型( 卢宏升，2004) 。
森林旅游和森林生态旅游极其相似，但也有所

不同。首先，森林旅游产生的时间早于森林生态旅

游。最初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发展经

济，便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森林旅游。在森林旅游的

过程中，游客会带来垃圾，对当地造成空气污染、噪
音污染，甚至有游客破坏珍稀珍贵树木。鉴于此，能

体现既旅游又保护森林资源的森林生态旅游应运而

生。再有，从效果上看，森林旅游是基于具有美感的

森林旅游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享乐主义旅游，而森林

生态旅游是在森林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

行的一种新兴旅游活动。也就是说，森林生态旅游

是森林旅游的高级形式。

2 四川的森林生态旅游

四川省 1963 年自建立第一批自然保护区( 喇叭

河自然保护区、白河自然保护区、卧龙自然保护区和

鸭 嘴 自 然 保 护 区) ，1989 年 建 立 第 一 个 森 林 公

园———福宝国家森林公园以来，奠定了森林生态旅

游的发展基础。近 10 多年来，四川省把森林生态旅

游作为现代林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强力推

进。到目前，全省已经基本建成了以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林家乐、以及其他森林旅游区

为森林生态旅游载体，培养了以国家级和省级森林

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为龙头的森林生态旅

游产业，大力开发以大熊猫、观鸟观兽、观花摘果、探
险攀岩、休闲度假、科普教育等为特色的森林生态旅

游产品。参见图 1。

图 1 森林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和大众旅游

的关系

2． 1 四川森林生态旅游资源概况

四川省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有林地面

积 2 402. 4万 hm2，占全省幅员面积的 49. 43%，居全

国第 3 位; 森林面积1 725. 7万 hm2，居全国第 4 位。
四川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极其珍贵的生物基因库之

一，有高等植物近 1 万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 /3，居

全国第 2 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63 种，

包括国家一级保护苏铁、银杏、红豆杉、珙桐等 18
种、二级保护 49 种。全省有脊椎动物近1 300种，约

占全国总数的 45%，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有 145 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大熊猫、川金丝

猴、四川山鹧鸪、黑颈鹤等 32 种，二级保护 113 种。
据第 3 次全国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全省野生大熊

猫数量达1 200余只，栖息地 177 万 hm2，占全国总

量的 76% 和 77% ; 全省现有人工圈养大熊猫近 300
只，约占全国总数的 84%，大熊猫种群数量、栖息地

面积和人工圈养数均居全国第一。横跨我省 12 个

县市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
近 10 多年，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自

然保护区建设、防沙治沙、湿地保护恢复、地震灾区

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四川省的生态旅游资源持续

快速增加。尤其是四川林业部门，围绕建设森林生

态、保护湿地生态、改善荒漠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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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职责，持续打造重点品牌，推动生态产业协调

发展。以卧龙、碧峰峡和成都等 3 个大熊猫基地为

龙头，41 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依托，形成了大熊

猫特色旅游产品。依托唐家河等“国”字号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形成了森林湿地观光疗

养、野生动植物观赏等生态旅游产品。若尔盖湿地

被列进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海螺沟、瓦屋山、九寨沟

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森林公园，邛海湿地、老君山保

护区成为全国最佳野生鸟类观赏地。依托林业产业

基地、家庭林场、林家乐、农家乐，形成了一大批赏花

型、品果型、避暑型、园艺型等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开

发了木竹、干果、菌类、药材等系列旅游商品。截至

2013 年底，四川省已建立森林公园 123 处、林业自

然保护区 123 个，保护管理和经营面积占全省国土

面积的 20% 以上。全省还有以森林生态景观为特

色的森工企业、国有林场及风景名胜区等森林旅游

区 200 多个，这些资源是我省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

重要基础。
2． 2 四川森林生态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是旅游业者通过开发、利用旅游资源

提供给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与服务的组合。它既是

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的服务，也是旅游者的旅游经

历。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包括 3 种类型: 即森林生态

旅游景区产品、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产品和森林生

态旅游线路产品。其中，景区是基础，目的地产品是

关键，线路产品是核心。
2． 2． 1 森林生态旅游景区( 点、项目) 产品

目前，四川森林生态旅游景区( 点、项目) 可分

为两个层次:

一是大众化森林生态旅游产品。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四川省已推出了一批具有森林生态旅游特

点的旅游景区( 点、项目) 。其中的大多数是大众化

的森林生态旅游，比较典型的大众化森林生态旅游

产品有观光、登山、健行和森林浴等森林休闲度假与

动植物观赏等大众化生态旅游产品。
二是特种森林生态旅游产品。漂流、滑水、攀

岩、探秘、探洞、滑雪、滑翔、森林科考教学、森林探险

漂流等探险型、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就属于特种森林

生态旅游产品。
2． 2． 2 森林生态旅游目的地产品

主要包括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型旅游区

等具有良好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高的森林生态旅

游目的地。

2． 2． 3 森林生态旅游线路产品

旅游线路是指在一定地域空间内，旅游经营者

针对旅游目标市场的需求，凭借交通线路和交通工

具，遵循一定原则，将若干旅游地的旅游吸引物、旅
游设施和旅游服务等合理贯穿起来，专为旅游者开

发旅游活动设计的游览线路。旅游线路是旅游供给

和旅游需求联结的纽带，是旅游商品销售的实际形

式，也是旅游资源商品化的一种表现，是旅游的终端

产品和开发核心，因此它必须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
目前，四川的森林生态旅游线路主要有五条:

成都一唐家河—王朗大熊猫牛羚观赏及科普教

育游;

成都一九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生态游;

成都一康定一稻城民族风情原始森林生态游:

成都一福宝原始森林探险游:

成都—七曲山一剑门关—米仓山蜀道遗迹森林

观光游。

3 四川森林生态旅游现状分析

森林生态旅游在四川旅游发展中占据主导地

位。有调查显示: 四川省外到川游客有 70% 以上的

游客是前往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等资源为主要

特色的旅游区。如，阿坝州以生态旅游为主的旅游

总收入占全州 GDP 的比重达 40%以上，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30%以上。
根据《四川省生态旅游资源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报告》中，全省共 182 个生态旅游区中，排列前 10 名

分别为: 九寨沟、峨眉山、贡嘎山、黄龙、卧龙、措普、
若尔盖湿地、稻城亚丁、瓦屋山、二郎山。森林生态

旅游资源优势可见一斑( 《四川省生态旅游资源指

标体系综合评价报告》，2005 年) 。
2013 年，四川林业生态旅游接待游客 2． 33 亿

人次，直接收入 481． 4 亿元，占全省林业总产值的

24%，较“十一五”末增长 131%，年均增速 32%，居

全国首位，直接带动其他产业约 600 亿元。生态旅

游人次占全省旅游人次的 40%。
森林生态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缓解实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给林业部门带来的

经济压力，实现由采伐木材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

的林业根本性转变，发展生态、经济“双赢”的林业

产业，找到了有效途径。林区职工和农民群众从森

林生态旅游中得到了实惠，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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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大大增强。森林生态旅游已然成为做好森林保

护和发展林业经济的最佳结合方式。参见图 2 和图

3。

图 2 近 5 年四川生态旅游收入柱状图

图 3 近 5 年四川生态旅游游客数量柱状图

4 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

尽管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

势，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水平低等问题。
一是发展理念和手段较为落后。社会公众或是

旅游经营者们，由于对自身资源无透彻的认识，缺乏

管理与经营的人才，缺乏科学的知识与技能，其开发

建设大都处在初级阶段。由于规划开发不当造成的

生态系统破坏; 游客过度进入超过环境承载力，造成

破坏; 消费者进入以后产生的垃圾污染没有得到很

好的回收和管理而造成的破坏，等等。还有一些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森工企业和国有林

场，思想固化，重保护、轻发展，抱着“金山银山”过

苦日子。
二是景区结构和类型单调，消费需求的个性化

趋势和旅游产品供给单一的矛盾突出。大部分林业

生态旅游景区存在资源同质化、可进入性差等问题，

缺乏特有的、地方性的林业生态旅游产品。在对四

川生态旅游者旅游方式调查中发现，散客的比重己

高达 80%。森林生态旅游者尤其是经常的生态旅

游者的人数的增长，表明人们开始追求特殊性、趣味

性和有益于健康的个性化旅游消费方式。而现有森

林生态旅游产品与森林生态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有相

当大的差距。
三是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不足。缺乏财政专项

扶持资金，林业、旅游、交通等项目资金整合不够，现

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补助资金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四是接待能力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多数景区

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不齐全，硬件设施不

完善，软件服务不规范。
森林生态旅游体现了人类亲近自然、回归自然

的本质需求，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主

动顺应大众化、散客化、多元化、全域化的旅游发展

态势，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多、面积广、品质

好、类型丰富、形式多样的优势，继续深入发展四川

省的森林生态旅游。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坚持保护

优先、合理开发;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坚持政府

推动、市场主导; 坚持优化服务、规范管理，走出一条

生态得保护、产业得发展、群众得实惠的森业生态旅

游可持续发展路子。另一方面，旅游经营主体要对

旅游者的兴趣、爱好加以合理引导，更重要的，是要

在旅游市场的开拓上下工夫，必须开发类型各异、种
类丰富、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

爱好的旅游者的需要。而这也正是四川省，甚至全

国森林生态旅游的短板，需要全面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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