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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摇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广东莲华镇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调研
王桂元,陈摇 瑾
( 致公党汕头市委,广东汕头 515041)
摘摇 要: 该文阐述了广东省汕头市莲华镇通过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
步推进,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同步提升,形成环境优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粤东
地区人多地少,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环境压力大,走生态环境型乡村发展之路,
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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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是指具备良好
生态环境的农村,以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吸引力,开发
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模
式。 这种发展模式重视培育旅游开发经营者和游客

政村,全镇共 6 545 户,总人口 26 000 多人。 耕地面

积约 666. 7 公顷,山地 293 公顷。 主种水稻、花生、
甘蔗、水果。 清咸丰二年( 公元 1852 年) 因防御盗

贼,有 15 个乡结成乡会,守望相助,故曾名十五乡。

1994 年更名莲华镇,取处莲花山麓而名。 近年来,
作为粤东新兴的生态环保旅游镇,以良好的生态环

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旅游

境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游客,被誉为“ 世

开发引起环境的破坏和退化。 近年来,广东省汕头

外桃园冶 、“ 汕头后花园冶 。

市莲华镇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实现了经

莲华镇自建制以来,作为潮澄饶交界处的一个

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推进,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

边远纯农地区,一直处于边缘化位置。 由于地处偏

同步提升,形成环境优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

远,信息闭塞,农民以务农为生,经济薄弱,发展十分

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先后荣获“ 广东省旅游

滞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境内省道安澄公路

特色镇冶 和“ 广东省生态示范镇冶 等称号,为创建“ 国

的建设,一部分村民尝试养殖和发展小工业,但是以

家级生态乡镇冶 打下扎实的基础。

工业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尝试对莲华而言并不

2摇 莲华镇发展历程

成功,目前工业仍处于小型手工业的初级发展状态,
上规模的企业不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一是地理位

莲华镇是革命老区镇、纯农镇,也是潮汕著名侨

置偏僻,难以形成产业集群;二是高素质劳动力缺

乡之一。 位 于 广 东 省 汕 头 市 澄 海 区 北 部, 介 于 潮

乏,无法支撑企业向高端发展。 多年来,莲华镇由于

(安) 、澄( 海) 、饶( 平) 三地交界处,南临韩江支流
北溪,北倚莲花山南麓,省道樟公公路贯穿全境,镇
域总面积 19. 91 平方公里,辖 19 个自然村、17 个行

缺乏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进步缓慢,农民收入一
直低于邻近地区的平均水平,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
更是缺乏。 进入 21 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休闲旅游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莲华镇抓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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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机遇,利用当地莲花山一带的天然资源,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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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自己的旅游品牌和生态品牌。
走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之路,是莲华镇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选择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优先
发展第三产业的莲华特色乡村旅游业、兼顾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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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的 效 益 农 业、 进 而 加 快 第 二 产 业 发 展 步 伐
( “312 产业冶 发展模式) 。 近年来,莲华镇通过大力

发展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环境立镇、生态兴镇的理
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得以强化,环境保护得到了进
一步重视,有力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快
速、和谐、可持续发展,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

村( 生态文明村) ,占全镇总村数的 35. 29% 。

3摇 莲华镇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3. 1摇 主要做法

3. 1. 1摇 加强领导,科学规划

莲华镇高度重视环保和生态工作,完善党委领

效益和环境效益。

导、政府负责、人大监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责任部

2. 1摇 经济效益增长

门密切协同、社会群众共同参与的“ 国家级生态乡

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了莲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

镇冶 创建工作机制,成立领导机构,健全工作制度,

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明显

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部署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

好转。 2009 年 全 镇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达 到 4. 3036 亿

工作。 同时,高起点、高标准编制《 莲华镇生态环境

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结构渐趋合理,粮食增产、农

方面对生态环境建设进行深入细致的定位和划分,

元,比 2004 年的 2. 7841 亿元增长 150 % 。 三次产

建设规划》 ,在指导思想、规划目标、功能分区等各

业增效、农民增收效果显著,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

突出了莲华镇工、农、林、土地、城镇、文化、旅游等各

2004 年的 2 452 元增至 2009 年的 2 670 元,呈现出

业的生态特色,明确了北部农林生态架构区、中北部

各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局面。

旅游综合生态区、南部种植养殖生态农业区、东南部

2. 2摇 社会效益明显

工商贸城镇开发区 4 大主要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了莲华镇科技文化等各项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

3. 1. 2摇 营造氛围,形成合力

一是大力宣传,营造氛围。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

提升,文明程度、思想观念、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人口

项社会系统工程。 莲华镇加强宣传和引导,充分利

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明显增强,供水、供电、

用有线广播、电视、专栏等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

通讯、有线电视、电脑普及率大幅增长。 村镇面貌焕

宣传报道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在主要交通路口和生

然一新,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 旅游环境进一步改

态示范点设立环保宣传牌;召开环保大会,邀请专家

进,旅游产业蓬勃兴旺,旅游收入逐年上升,综合效

和环保部门领导给干部群众作环保生态知识讲座,

益显著。 先后荣获广东省 “ 旅 游 特 色 镇冶 、 汕 头 市

举办环保培训班,普及植树种草、水土保持、生态农

“ 先进基层党组织冶 、汕头市 “ 六个好先进镇党委冶 、

业、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有机食品、清洁生产等环

汕头市“ 人口与计划生育冶 先进单位、汕头市“ 文明

保生态知识;在全镇中小学、幼儿园开设环保课程;

镇冶 及澄海区“ 先进镇党委冶 、“ 依法治市先进单位冶 、

每年结合植树节、土地日、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活

2. 3摇 环境效益显著

动;开展环保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等活动,引导广

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了环保效益的提高,绿化面

大群众自觉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文明的生产方式

积不断增加,环保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

和绿色的消费方式。 二是落实责任,形成合力。 镇

大,污染防治和“ 三废冶 综合利用能力明显增强,污

政府将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纳入全镇国民经济与社会

染物排放总量和强度明显下降,污染源达标排放水

发展计划和镇长环保目标责任制,把环境保护工作

平明显提高,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环境质量达标率提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

高明显,城镇大气环境质量、地表水和声环境质量分

责,每年组织考核评比,并把考核结果纳入各村领导

别达到环境规划的要求。 一批乡村荣获“ 全国创建

班子、负责人实绩考评考核内容,建立考核奖惩制

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冶 、广东省“ 文明村冶 、汕头市

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和监督

地冶 、“ 美在农家竞赛活动达标村冶 、“ 文明村冶 等称

创建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 拥军优属先进单位冶 等称号。

动,广泛开展环保灯谜、环保知识竞赛等各种宣传活

“文明模范村冶 、“ 卫生村冶 、“ 小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基

考核机制,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 国家级生态乡镇冶

号。 自 2001 年碧砂村被命名为广东省 “ 生态示范

3. 1. 3摇 调整农业结构,优化生态产业布局

村冶 以来,全镇共有 6 个村获得省、市、区生态示范

一方面大力发展旅游、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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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积极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调整三次产业

广作物秸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后作有机肥回田;

比例;另一方面,鼓励发展服装、抽丝、纸箱、食品、化

按照“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冶 的方针,尽量使用生物

肥、工艺制品等轻污染项目,限制发展化工、造纸等

农药,合理控制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施用量,化肥施

高污染项目,禁止发展电镀、漂染等重污染项目。 同

用量逐年下降。 四是建设农业生态模式。 规划农业

时,加快企业污染治理,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巩固达

种养用地,在生活区外集中规模化养殖禽畜,使果

标排放成 果, 严 格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制 度 和

园、鱼塘连片,果下、水面饲养禽畜,禽畜粪便,作养

“ 三同时冶 制度,进一步深化“ 蓝天碧水冶 工程,改善

鱼、作果肥,形成果林—鱼—禽立体混养生态模式。

环境质量。 关闭、拆除、清理一批造纸厂、土砖窖生

大力发展生产无公害绿色食品食用菌,充分利用稻

产线,整治辖区内贝灰窑,及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草作物秸稿作为食用菌培养材料,成功探索研究利

生产设备。 近年来无发生较大以上级别或一般环境

用水浮莲作为食用菌培养基进行生产,达到变废为

污染事件,工业污染源达标率 100% 。

宝、化害为利的效果。 全镇食用菌发展规模和生产

能力

产品质量认证冶 。 “ 无公 害 特 色 农 业冶 得 到 顺 利 发

3. 1. 4摇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污染集中控制

技术居潮汕地区首位,产品通过省农业厅“ 无公害

一是加快道路建设,扩建、新建隆碧路等镇主要

展,取得生产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再生利用、经

道路,成为莲华乡村旅游配套建设的新亮点。 全镇

济效益四者统一的效果。

硬底化道路长达 40 多公里,实现镇与村、村与村全

3. 1. 6摇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水处理设施,建成粤东首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

绿色消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利

工程———日处理生活污水 1 000 吨的碧砂人工湿地

用效率,推进节能降耗,促进增产增收增效,实现节

里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5% 。 三是加强

利用人畜粪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后作有机肥、饲

部通水泥路,基本形成顺畅的交通网络;二是配套污

鼓励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积极推广清洁生产、

污水生态处理工程,配套建成了污水收集管网 6 公

能减排。 一是推广高效温室大棚等实用技术,充分

固废集中处理。 莲华镇组建有专门的环卫队伍,共

料、沼气,把种植、养殖与农民生活链接,取得清洁家

设有垃圾收集点 19 处,小型生活垃圾处理场 5 座,

园、清洁能源和清洁田园的良好效果;二是提高资源

32. 4 吨,清运率达 100% 。

砖厂作原料,制成新型环保墙砖,莲花山温泉度假村

26 人专门负责全镇环境卫生, 日产日清生活垃圾

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将炉渣等工业废渣转售给

3. 1. 5摇 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提高生态农业水平

废除燃煤锅炉,利用太阳能集中供热,实现节能、降

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加强农业生态工程建设,加快

3. 1. 7摇 加强农村综合整治,建设农村宜居环境

坚持科技兴农,将农业的无害化、产业化、标准

传统农业向现代效益农业转变,向绿色生态农业过

耗、减污、增效。
以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环境

渡。 一是发展高效农业。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质量为重点,加强村庄规划和环境综合整治。 切实

整,突出抓好食用菌、兰花、苗木、瓜果、蔬菜规模种

整治村庄河塘,清除乱搭乱建,清理卫生死角;实施

植和牛蛙、鱼、虾、蟹规模养殖等“ 特色高效产业冶 。

农村改水工程,全镇群众饮用上洁净卫生的自来水;

全镇花卉新兴产业的发展;建成以碧砂村、东浦村等

庭卫生厕所建设改造普及率达 79% ,镇区粪便无害

以省现代农业园区———远东国兰为龙头和模式带动

实施农村改厕工程,建设无害化公厕 57 座,农村家

为主要区域的食用菌培植园区及牛蛙养殖基地、三

化处理率达 92% ,达到省卫生镇要求;实施农村电

鸟养殖基地和草莓、乌苏杨梅特色果蔬种植基地、鱼

网改造,群众生产生活用上了电、液化气等清洁能

虾蟹水产养殖基地,力促传统农业向生态高效农业

源,太阳能热水器得到推广使用;大力发展碧砂、东

转变。 二是建设生态果林业。 以改善生态环境、促

浦等重点村庄绿化示范,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加强对

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增加森林资源总量为核心,

古树木的保护,村镇道路、公共场所进行植树种草,

坚决制止乱挖乱采、乱砍滥伐现象,坚持宜林则林、

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宜果则果,大力推广林农复合栽培模式。 全镇森林

3. 1. 8摇 开发保护旅游资源,打造绿色旅游产业

覆盖率达 46% 。 三是推广生态绿色农业。 积极推

加强自然景区和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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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编制《 莲华镇旅游专项规划》 。 以生态农业、自

木,在村内保存个别古榕树,村庄用地没有系统的绿

然风光、民俗文化做为旅游景观背景和基本特色,以

地规划,更无规划草地、公园等休憩用地,必须加强

“绿色活力、回归自然、休闲度假冶 为主题,充分利用

村庄建设用地的绿化建设,进一步改善村民的生活

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兰花、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远近

环境。

闻名,盛安楼古寨、西浦旧民居建筑等极具地方特色

3. 2. 5摇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

的优势,将生态旅游开发与自然秀美的湖光山色和

莲华镇是纯农的革命老区镇,生态环境虽得天

绿色宜人的现代生态农业相结合,建设休闲娱乐度

独厚,但工业欠发达,经济基础较落后,生态环境建

假与浏览景观、生态教育、农业科技、民俗观光相结

设资金相对短缺,一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及时

合的综合性旅游区。 着力提升现有景区旅游档次,

实施,需多方面积极筹集资金。

创建生态旅游型的 4A 级景区,生态农业与旅游业

3. 2. 6摇 生态旅游形式单一,处于较低水平

出莲花山温泉度假村、大自然休闲农庄、西浦美术写

度不够,不能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和高文化品位

生基地、盛安百草园、远东国兰、莲花古寺等一批知

的旅游需求。 旅游“ 食、住、行、游、购、娱冶 六要素中

名度高的旅游景区和农业观光基地,初步形成“ 一

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游客参观游览往往是“ 走马观

廊、一带、三轴、五区冶 的总体布局,景区开发保护、

花冶 ,滞留时间短,无综合性旅游购物点,娱乐性不

结合、互动发展进一步得到加强。 目前,全镇已涌现

游客数量、旅游收入和知名度同步提升,生态旅游业

莲华乡村游仍以休闲、观赏为主,开发粗放,深

强,旅游消费相对单一,对服务业、加工业以及就业

取得科学、合理、快速发展,荣获首批省级旅游特色

的刺激和辐射带动力不强。 久而久之,会逐渐失去

镇,被评为汕头市旅游专业镇,西浦村荣获省级旅游

吸引力,不利于生态旅游业向高层次和规模化发展。

特色村,生态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3摇 对策建议

3. 2摇 存在问题

3. 2. 1摇 农业生态模式需进一步优化

3. 3. 1摇 抓好规划,有序开发

生态环境型旅游规划是多学科集成规划,涉及

莲华镇在生态农业模式的建设上进行了有效的

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 对于莲华镇而

探索,但是从整体上看仍较为粗糙,只是对原有传统

言,要在原来初步规划基础上,突出绿色、生态这个

农业模式的改善,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需要高素

特点,突出乡村旅游这个主题。 不能仅仅把规划看

质的生态模式管理人员,结合当地的农业生产实际,

作是一项技术过程,也不能仅仅当作是一种政府行

对现有的农业生产种植模式进行重新构建,从无公

为,要广泛征求意见,强调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

害水产养殖基地、农业立体种养模式、生态园建设等

3. 3. 2摇 多方筹资,解决难题

方面进一步优化农业生态模式。

镇财政收入不高,村级经济实力薄弱,建设资金

3. 2. 2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有待完善

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

莲华镇建成区生活污水虽经碧砂人工湿地进行

境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纳入财政预算,建立专项建

处理,但建成区以外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增

设资金。 同时,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生态环境型乡

加了水环境的污染负荷,恶化了水环境质量,对村民

村旅游建设,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 此外,还应积极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措

向上级争取各种专项资金支持。

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3. 3. 3摇 发动群众,突出主体

3. 2. 3摇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填埋场需尽快建设

农民群众既是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工业化

直接受益者,又是建设者、管理者和维护者。 只有紧

进程的加快,生活垃圾量大为增加,现有的垃圾处理

紧依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

场满足不了发展需要,势必影响村民居住环境质量,

主体作用,才能使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具

需尽快建设较大规模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填埋场。

备坚实的基础和不竭的动力。 为此,要利用更加有

3. 2. 4摇 部分村庄绿化建设滞后

效的手段加强舆论宣传教育,增强渗透力和影响力,

个别村庄居住用房基本上是各建其房、自成一

使发展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的重大意义家喻户晓,

体,其建筑密度较高,目前仅在村主干道种植少量树

把党委政府的号召与农民群众的愿望统一起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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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成覆盖全镇的旅游公共服务网络,全面营造高质量

3. 3. 4摇 打造品牌,构建产业链

的服务环境。 举办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比

莲华旅游资源,提升莲华乡村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

良好的人文环境。

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机构,多角度全方位推介

文明家庭、文明使者等,以提高村民文明素质,营造

响力。 同时,必须用大产业眼光来发展乡村旅游,通

汕头乃至整个粤东地区人多地少,人口、资源、

过产业渗透,延伸产业链,全面推进旅游产品、配套、

环境矛盾突出,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环境压

服务等升级,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增强旅

力大,走生态环境型乡村发展之路,意义十分重大。

游业的发展后劲。 具体而言,在“ 食冶 方面,应推出

作为一个纯农乡镇,莲华镇能够因地制宜,利用本地

各类特色小食、特色农家菜;在“ 住冶 方面,以景区内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型乡村旅游,这种绿

部住宿为主,通过对景区周边村落闲置农舍进行简

色、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尝

单修缮,建 成 农 家 旅 馆, 以 低 成 本 出 租 给 游 客; 在

试。 我们相信,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莲华镇的生态

“ 购冶 方面,可在适当区域建立特色农产品市场,并

环境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将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特

辅以景区周边农民的果园自摘,多渠道满足游客需

色化、品牌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莲

求;在“ 游冶 方面,除了景区内部的精品打造外,筹划

华的天会更蓝、山会更绿、水会更清,明天会更加美

建设花卉基地和食用菌基地,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在

好。

“ 行冶 方面,应发展区域内部便利交通设施,使游客
在短时间内能游遍莲华;在“ 娱冶 方面,各乡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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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on - sit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eco - tourism in Lianhua Town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 -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ural tourism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well protect the rural eco-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the rural tourism and build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 for rural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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