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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湛江生态旅游农业 
钟来元，陈爱珠，林庆华 

(湛江海洋大学农学院，广东 湛江 524O88) 

摘要：阐述了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并结合国内外的发展状况，论述了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湛江发 

展生态旅游农业的优势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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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o Development of Agro——Ecological Tourism in Zhanjiang Clty 

ZHONG Lai—yuan，CHEN Ai—zhu，LIN Qing—hua 

(AgrleulturalCollege，ZhanjiangOceanUniversity，Zhanjiang 524088) 

Al~u'act：The author expounded the conception and meaning of agro—ecdo~cal tourisrll combining development of eocdqgical agro— 

ecological tourism in demestic and overse~s．It ana1yzed the superiority of agro—ecological tourisl21 in Zhanjiang City，and put forward ideal 

on the developing rr~ld of agro—ecdo~cal tourism in Zhanj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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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1．1 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 

游业。近年来，伴随全球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人们发现现代农 

业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 

供生态、休闲、度假的生活性功能。随着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 

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渴望多样 

化的旅游，尤其希望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的身心。于 

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生态旅游农业应运 

而生。它具备农业和观光旅游两大要素，农业包括传统农业和 

现代农业，也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还应扩展到古老的农业文 

化和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因此，要将农业发展为观光旅游就应 

在景点布局、景点内容和参观线路上按旅游业的要求进行科学 

的规划设计。 

1．2 发展现状 

生态旅游农业在国外方兴未艾。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 

以来大力倡导农业生态旅游，并成为东方旅游王国；日本东京 

建成了绿岛农业和大批农业高科技园；马来西亚在吉隆坡郊外 

建立了农林旅游区；美国西部专门开发了用于旅游的牧场；在 

波兰等东欧国家，农业生态旅游与生态旅游紧密结合，接待的 

农户均是生态农业专业户，一切活动在特定的生态农业旅游区 

内；在法国，1998年有 33％的法国人在国内旅游中选择了乡村 

农业生态度假；巴西也正式开放了距离圣保罗市大约 00km的 

格林 MAO自然农业生态休闲中心。可以说，一个开发农业生 

态休闲的旅游热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20世纪90年代，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在大中城市迅速兴起。 

据不完全统计，1996 1997年我国已动工和计划投资 1亿元以 

上的生态农业项目有 7个以上。1998年国家旅游局以“华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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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游”作为主题旅游年，使“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 

农家景”成了农村一景。目前我国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主要分布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近郊，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 

最为发达。在广东，果园生态旅游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目前广东已有8o多座生态果园，每年接待游客 

4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0亿多元。 

1．3 生态农业对旅游业的贡献 

生态农业既然属于旅游业，其发展与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密 

切相关。1994年以来，我国旅游行业保持了稳定高速的增长， 

1994--2000年，国内旅游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入境旅游；但到 

20OO年为止，旅游外汇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之比仅为 1：2．5， 

说明国内旅游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生态农业的特性，其 

需求来自国内游客，因此客源有充分的保证。从 1994年以来 

的有关数据表明，城镇居民旅游人次和旅游支出逐年递增，尤 

其是近年随着假日经济的兴起又有大幅增长。由于生态农业 

的客源主要是国内城市居民，因此对生态农业的需求也将保持 
一 个旺盛的态势。 

2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意义 

2．1 农业意义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这是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在农业方面的意义。我国传统农 

业是以种养为模式的第一产业，经济效益低，经营风险大。开 

展生态旅游农业，使农业从专注于土地的单一经营发展到“天 
一 地一人”和谐共存的更广阔的空间，可大幅度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壮大农村经 

济实力，提高农民收益。生态旅游农业对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可 

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为了符合生态旅游的要求。开展“三高” 

农业投资建设，从调整农业生态结构，促进农业经济效益的提 

高。二是农业生产通过生态旅游直接增加门票和销售产品的 

收入。如英德是我国著名的茶乡，但按传统茶叶生产经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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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值最多为 4．5万元／hm2，若按生态旅游的要求种植高值 

香茶树品种 ，通过旅游增加收入 ，其产值超过 15万元／hm2以 

上。值得一提的是。在生态农业旅游的客源 中，城市中小学生 

是永不衰竭的客源，为众多农业生态景点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可以说，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对提高农业效益意义重大。 

2．2 旅游意义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拓宽旅游活动范围，提高旅游业的经 

济效益 ，这是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在旅游业方面的意义。随着都 

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城市高楼林立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而 

疏远了与自然的距离，紧张、烦燥、污染压抑着现代人的神经 ， 

因此“生态游”、“休闲游”成为都市人的追求和渴望，生态旅游 

农业逐步成为旅游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生态旅游农业之所 

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之间构成区位优势。包括 

在地理、景观、气候、物种、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广大农村 

是都市人向往的地方，那里有乡村田园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 

广袤的大地、纯朴的民风民俗和无公害绿色食品吸引着众多都 

市人，开展生态农业旅游成为一种模式新、成本低、效益高的新 

型旅游项 目。 

2．3 教育意义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将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结合为一 

体，有较好的教育意义。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至成熟的经营阶 

段，一般都以农业为主题，融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为一体。 

近年发展的生态农业旅游景点绝大部分建在城市郊区，其主要 

客源是中小学生。如广州市郊和番禺一带建设了多个科技农 

场 ，已成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中小学生的农业和 自然实习 

基 地。 

2．4 生态意义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将 自然生态与绿化、美化结合在一起 

有着良好的生态效益，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强化全民环保意识，在行动 

上通过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 ，发展生态经济，包括发展生态工 

业和生态农业 ，生产绿 色产品。生态农业不但以农业生产方 

式、多种参与活动、民俗文化吸引游客，而且优美的环境、自然 

的生态模式给游客以美的享受。增加植树种草、美化绿化方面 

的投入，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同时，通过农业生 

态模式的观赏和学习，是对生态观念的一种宣传和推广，也是 

把农业引向“生产、生活、生态”综合平衡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2．5 综合经济意义 

生态农业旅游是一种综合的旅游活动，它把第一、二、三产 

业连接起来，对发展经济，提高当地综合经济效益起着重要作 

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既需要发展种养第一产业。又要加强农 

副产品深加工第二产业，更要发展饮食、旅店、交通、通讯、娱乐 

等第三产业。因此通过生态农业旅游这一桥梁和纽带 ．把第 

一

、二、三产业连接起来，可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 

地方的经济综合效益。据一般估计，旅游门票的收入与当地的 

总经济收入为之比1：7，即旅游门票收入每增加 1元．则当地经 

济总收入可增加7元。这种良好的经济效益，对尚处于经济落 

后的广大山区是一种极好的项 目。此外，通过旅游能提高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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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知名度，带动其它事业的发展。专家预测 ，农业生态旅 

游是我国旅游业当前及未来发展的方 向之一。今年我国将分 

别启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扶贫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 

区建设工程，争取在 “十五”期间形成“三区联动、滚动发展”的 

旅游产品新格局。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 ，主要利用富集 的 

景观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 ，通过政府引导、资金支持、市场推荐 

的方式，建设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精品项目和示范项目。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重在开发适应现代旅 游需求 的高水平生 

态旅游产品，培育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后续产品。可以预见，生 

态农业将是旅游这一朝阳行业中最具潜力的部分，在未来几年 

中定有无数商机，给农业、旅游业及其它相关行业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 

3 湛江发展生态旅游农业优势分析 

3．1 自然资源优势 

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地 区(东经 110 24 ，北纬 

21‘12 )，属热带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年平均温度 22．7E--23．3℃，市区极端高温 38．1℃、极端低温 

2．8℃。雨量较充沛，年均雨量 1417～1802mm。湛江市是全 国 

光、热、水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有 104个岛屿、暗沙，沿海防护林 

带长达 1300km，面积 2．13万 hm2，享有“绿色长城”之称，并拥 

有全国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海岸线绵长曲折，水清浪静，大 

海与沙滩、岩石、林带构成美丽的南亚热带海滨风光，具有全国 

最优良的滨海旅游度假基地的发展潜质。在 1556km海岸线 

上，湛江有 13段优质沙滩(王村港、吉兆湾、吴阳、南三岛、东海 

岛、硇岛东岸、箩斗沙岛、海安 白沙 岛、乌石北拳半岛、企水赤豆 

寮岛、纪家盘龙湾、江洪仙群岛、草潭角头沙)可供旅游开发，王 

村港 一吉兆湾、南三岛东岸和东海 岛东岸是长度均超过 20km 

的特大型沙滩，最长的东海岛东岸沙滩达 28km，仅次于澳大利 

亚的黄金海岸沙滩。这些海滩介于北纬 20。15 ～21．25 之 间． 

纬度比美国的滨海度假胜地迈阿密大约低 5‘，与夏威夷、古巴 

大致相同，有着适于长年开展滨海度假活动的南亚热带海洋气 

候和优美独特的绿色生态景观。 

3．2 区位优势 

湛江地处环jE部湾经济圈(中国段)的中心位置，交通发 

达，有著名的港121、民航机场、铁路、高速公路与全国及世界相 

通．交通运输业发达。1990年三茂铁路建成通车，1997年南昆 

铁路正式通车，湛江同广州、武汉、长沙、南宁、贵阳、昆明及首 

都北京均有直达客运列车 ，这在全国地级市中是首屈一指的。 

以湛江为起点，向西经黎湛线 、湘桂线、湘黔线、黔渝线、襄渝 

线、包神线等与第二条亚欧大陆桥相连，并出陕西、内蒙。湛江 

至海南的铁路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湛江与海南的 

联系。再加上洛湛铁路即将修建，湛江已完全具备将西南及中 

部地区连接起来的硬件要求。湛江港同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通航，与香港、海口有快速豪华直通客轮往返。湛江民 

航机场已相继开通至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贵阳、重庆、 

武汉、长沙、深圳等 18条航线，每周班机 110班次。公路交通四 

通八达 ，全市公路里程达 7000km，是全国45个公路交通枢纽之 
一

。湛江跨海大桥的修建和广湛高速公路的开通，将进一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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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湛江与广州的距离。随着湛江经济的发展，湛江将成为环北 

部湾经济圈(中国段)的中心城市。 

3．3 南亚热带特色农业优势 

湛江地处热带、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光热资源充足，可大量 

开发众多的其它地区不能种植的热带、亚热带作物品种。湛江 

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拥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和独特的 

南亚热带田园风光。 目前 ，湛江是全 国重要的蔗糖产 区。拥有 

全国最大的桉树、剑麻生产基地，还盛产北运蔬菜和多种优质 

水果。湛江市珍珠、对虾、鲍鱼、珍贵鱼类等连片养殖基地具有 

旅游开发价值；湛江海洋大学标本室有水生物标本 3000多种， 

是全国种类最齐全的水生生物博物馆。湛江可利用这些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海洋美食、海上田园及参观海洋生物博物馆等 

旅游项 目，丰富滨海旅游内容。湛江南亚热带植物园汇集了 3o 

多个国家300多种热带、亚热带珍稀花果，是一座“绿色生命宝 

库”；还有大规模的红树林、桉树林、橡胶林、甘蔗林、剑麻园、菠 

萝园、芒果园以及梅花鹿、鸵鸟驯养基地等。这些景观的开发， 

可以大大丰富滨海旅游的内涵 ，海上陆上优势互补 ，凸现滨海 

和南亚热带特色。 

3．4 人文资源优势 

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不但要生产出高产优质的农产品，而 

且还要通过合理布局配置生产出游乐与返朴归真的田园情趣 ， 

生产产品供游人观赏、品尝 ，提供条件让人们参与，享受农耕乐 

趣。农业生态旅游与风景名胜等旅游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态旅 

游农业是将农业与生活融为一体，带有浓厚的田园情趣，使游 

人回归到一种与 自然相融的生活之中。因此，观光农业可开设 

与农耕活动相关的旅游项 目，如 自助农园、森林游乐园、渔海乡 

村、乡土旅游和休闲娱乐农场，提供采果、露营、烤肉、垂钓、赶 

海等休闲活动，走多元化和经常性经营，同时应展现乡土民俗 

的民间艺术 ，如吴川的飘色、泥塑、花轿，廉江的舞雄鹰、歌、雷 

剧 ，东海岛“人龙舞”等，赋予深厚的雷文化、红土文化、岭南文 

化内涵[1l。 

4 湛江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构想 

4．1 加强旅游宣传组织力度 

目前湛江的生态农业景点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或企业投 

资兴建和管理的，客源 以当地散客和中小学生为主，与旅游组 

织主体——旅行社关系不密切。从资料来看，广东各大旅行社 

在国内游的线路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景点推介 ，因此，如果要让 

广大游客知道湛江就要加强旅游宣传力度。 

4．2 生态农业旅游景点应与相邻旅游景点结合 

景点单一难以吸引游客，因此生态旅游农业应与相邻旅游 

景点相结合，组织好“一日游”、“二日游”的线路，以充分利用旅 

游资源。同时，加强与旅行社合作，搞好宣传，提高景点的知名 

度，使旅游者、建设者和组织者“三得益”，景点才有可能持续发 

展。如东海岛应结合休闲渔业、观光农业、森林公园进行开发， 

兴建集拉大网、垂钓、饮食、海产品市场为一体的旅游项目，建 

设具有田园风光的游乐项目，包括种植农作物、种植水果、养殖 

动物和家禽等，为游客提供参加农业 生产的场所 ，以及在森林 

公园内进行园艺、狩猎、访古探奇等。 

4．3 建设具有 民俗特色的农家游 

最初的生态农业旅游是城市人到农村同农民参与农业劳 

动，增长农业知识，观赏 田园风光。近期这种 “农家游”模式深 

受都市人的喜爱，尤其是远离都市烦嚣的具有民俗特色的地方 

倍受都市人的青睐，如廉江县开展的民族村寨特色旅游及双峰 

嶂观光旅游 ，徐闻县开展的灯楼角省级珊瑚 自然保护区的 自然 

风光旅游和热带植物观赏旅游。 

4．4 农业科教模式 

农业与生物学科密切相关，农业科技的内容广泛，对都市 

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吸引力大，因此农业科教模式将知识性、科 

技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是生态农业旅游项 目中一个极具发展前 

景的模式。在科研示范基础上发展生态旅游或者在名胜风景 

区将现代科研的成果与生态旅游农业相融合，如湛江农科所、 

湖光岩、湛江海洋大学农学实习基地；另一种是结合现代农业 

的发展 ，建设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如湛江南亚热带所、湛江海洋 

大学等。此外，在湖光岩建玛珥湖火山科普馆，利用多媒体模 

拟火山爆发，对游客进行有关火山爆发的科普知识教育。 

4．5 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 

农业是一种传统的扎根于地方的产业，历经数千年的地方 

传统农业各具特色，形成丰富灿烂的农业文化。以这种特色农 

业产业为背景，建设 生态旅游农业是适合广大山区的一种模 

式，它既可通过生态旅游提高地方农产品的知名度，又能获得 

旅游门票收入及综合服务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浅海罕有动物 

旅游区、湖光岩蝴蝶谷生态园，以及吉兆湾省级旅游度假区海 

涛阁利用栖息在 良垌河畔东桥村的数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

鹭鸟，以品梅占茶、观水鸟、食荔枝为依托，建观鸟亭和文 

化长廓，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旅游农业。 

4．6 规模化农业生产与生态旅游结合模式 

在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展生态旅游活动 ，是适 

合湛江农业产业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一种好模式。它以规模化 

的生产收益维持生态旅游活动，并通过生态旅游活动提高农业 

企业的知名度 ，有利于农副产品的销售，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 

如廉江野生荔枝林旅游区，该区的谢鞋山野生荔枝是我国仅存 

的两个野生荔枝林之一 ，总面积 33．33hm2，绕山山路已开通，该 

区现已开展野生荔枝生态观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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