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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巢湖国家生态示范区在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一体化
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张晓刚
( 巢湖学院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ꎬ安徽巢湖 ２３８０００)
摘

要: 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长三角副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是合肥市在长三角经济带生态旅游一体

化建设中赖以支撑的两大政策依据ꎮ 环巢湖国家生态示范区面积广大ꎬ资源承载力强ꎬ而且区位优越ꎬ具有将长三
角都市圈与长江中游都市圈串联起来的优势ꎬ并且生态旅游规划高起点、高规格ꎬ与国际化都市相匹配ꎮ 这样大体
量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在长江经济带是独一无二的ꎬ其在生态旅游乃至生态经济、生态文明建设中先行先试的引领
示范作用不可替代ꎮ
关键词: 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ꎻ长江经济带ꎻ生态旅游ꎻ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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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被国家六部委列入 ５７ 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 第一批) 之列ꎬ获得正式批复ꎬ环巢湖生态示范
区建设自此迈入国家级ꎮ 巢湖是全国重点防治的
“三河三湖” 之一ꎬ同时也在 ２０１１ 年行政区划调整
后成为合肥的内湖ꎮ 近年来ꎬ合肥始终坚持把治理
巢湖作为一件大事来抓ꎬ始终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治
湖不止ꎮ 其被列入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是对
巢湖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极大肯定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国务院发布«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 及
«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合肥的发展目标、发展取向和发
展高度ꎬ必将全面引领今后合肥经济社会发展ꎮ

１

合肥与杭宁长三角副中心城市的现实差

距
长江经济带涉及沪苏浙皖赣湘鄂云贵川渝 １１

省市ꎬ面积 １８０ 万平方公里ꎬ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１ / ５ꎬ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４０％ꎮ 建设长

江经济带ꎬ有助于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
互动的新格局ꎬ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重大工程ꎬ
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 板
块” 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

年) 对安徽及省会合肥 的 定 位 和 要 求 有 了 重 大 提

场统一起来ꎬ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

升ꎬ也赋予巨大的历史机遇ꎬ合肥的定位被彻底刷

型城镇建设ꎮ

新、升级ꎬ意义十分重大ꎮ « 意见» 提出:安徽整体纳

在长江经济带三大板块之中ꎬ长三角是中国综

入长三角城市群ꎬ沪宁合成长三角“ 主轴带” ꎬ合肥

合实力最强、最具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首位经济圈ꎬ

是与杭州、南京并列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三大副

处在沿海与长江两大发展战略主轴结合部ꎮ 龙头城

中心之一ꎬ且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ꎬ明确要求提高

市上海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

合肥都市区的国际化水平ꎮ 从“ 泛长三角” 城市圈
城市到“ 长三角” 的正式成员ꎬ合肥将跻身世界级城
市群的副中心ꎮ 国家把合肥定位为长三角副中心城
市ꎬ指明了合肥未来要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带和长三
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重心之一ꎬ并沿着交通干线
以“ 米” 字形放射轴带动安徽省域城市群全面崛起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作者简介:张晓刚ꎬ教授ꎬ博士ꎬ主任ꎬ主要从事创意经济与旅游
产业方面的研究ꎮ

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
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ꎻ长三角核心区 １６ 个

城 市 ２ ０ １ ３ 年 ＧＤＰ 总 量 ９ ７ ７ ６ ０ 亿 元 ꎬ 占 全 国 的

１７.２％ꎮ 长三角城市群已跻身国际公认的世界六大
城市群ꎬ未来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域之一ꎮ

合肥在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后发城市ꎬ也是高成
长性城市ꎮ“ 十一五” 时期ꎬ合肥ＧＤＰ年均增长１７.９％ꎬ
居全国省会城市榜首ꎬ在全国 ７０ 个大中城市激烈的

争先进位中位次提升了 ２５ 位ꎮ “ 十二五” 以来ꎬ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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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 ２ 位数增长ꎬ位居省

实施生态旅游发展战略ꎬ将成为合肥市在长三角城

会城市前列ꎬ领跑长三角中心城市ꎬ经济总量与南

市群中突出重围的重要路径之一ꎮ

京、杭州的差距以每年 １ 个至 ４ 个百分点的速度缩

２.１

小ꎮ ２０１３ 年合肥人均 ＧＤＰ 接近 １ 万美元ꎬ规模以上

旅游业是长江经济带产业协作融通的先行产

业

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工业投资、外商直接投

首先ꎬ旅游业互补特征便于区域协作ꎮ 长江旅

资、出口总额分别位居省会城市 １１ 位、１３ 位、第 ４

游资源沿长江水道分布、相互之间有密切联系ꎬ将串

位、１１ 位、第 ８ 位ꎬ经济首位度提升至全省近四分之

起沿岸自然风光以及人文资源ꎬ打造黄金旅游带ꎬ比

一ꎬ已成为区域中心城市ꎮ 这是合肥实现新定位的

各省市独自发展旅游的效应大得多ꎮ 国家旅游局正

起点ꎮ

在打造一条从长江上游、中游到下游的水陆空立体

国家战略把合肥与杭州、南京并列为长三角副

旅游带ꎮ 且自下而上的长江经济带旅游一体化协作

中心城市ꎬ并提出建设沪—宁—合发展轴ꎬ可以说是

一直为长江沿岸各省市所大力推动ꎬ如湘鄂赣皖四

为合肥树立了新标杆ꎮ 从历史地位和底蕴来看ꎬ合

省省会曾围绕“ 长江经济带中游四省游” 主题进行

肥不可与“ 天堂之城” 杭州、“ 六朝古都” 南京等量齐

磋商ꎬ在多领域开展合作ꎮ

观ꎮ 在当前城市的规模与能级上ꎬ合肥与杭州、南京

旅游业资源能耗少、环境污染小ꎬ符合长江经济

仍存在较大差距ꎮ ２０１３ 年杭州和南京建成区面积分

带绿色环保的要求ꎻ它的带动能力强ꎬ产业链延伸到

１.８ 倍ꎻ人口规模合肥市区常住人口不到 ４００ 万ꎬ杭

展ꎮ 同时ꎬ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ꎬ面临的行政

分别相当于杭州、南京的 ５６％、５８.３％ꎻ人均 ＧＤＰ 按

过产品互推、客源互送等方式ꎬ实现良性互动ꎮ

( 杭、宁均超 １.５ 万美元) ꎮ 在肥投资的世界 ５００ 强

以带来消费ꎬ促进就业ꎬ拉动城乡一体化发展ꎻ同时ꎬ

企业数分别相当于杭州的三分之一、南京的五分之

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ꎬ进

一ꎮ 从发展阶段评估ꎬ合肥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ꎬ而

一步优化投资环境ꎬ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建设ꎮ

杭宁城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突出ꎮ

２.２

别是 ４６２ 和 ７１３ 平方公里ꎬ分别是合肥的 １.２ 倍和

社会各个方面ꎬ可以带动农业、工业、服务业全面发

宁城区均超过 ６００ 万ꎻ合肥经济总量 ４ ６７２.９１ 亿元ꎬ

壁垒和其他产业相比偏少ꎬ长江沿岸各省市可以通

常住人口统计近 １ 万美元ꎬ相当于杭、宁的三分之二

其次ꎬ发展旅游可显著优化投资环境ꎮ 旅游可

２

发展生态旅游:合肥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战略突围的重要路径之一

生态旅游必将引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学者 Ｈｅｔｚｅｒ 提出生态性

旅游发展思路以来ꎬ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旅
游发展模式ꎬ一直备受各国推崇ꎬ成为全球旅游产业

在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重大战略棋局中ꎬ以省

发展的热点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

会合肥为中心的安徽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成员

一的生态旅游也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ꎮ 较

和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的枢纽ꎬ必须有所作为ꎬ而且

之于传统旅游模式ꎬ生态旅游是以既有生态资源为

大有可为ꎮ 当然ꎬ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ꎬ要积极推

依托ꎬ以维持生态资源持续利用为目标ꎬ培养生态伦

动以合肥为中心的皖江城市带等省域经济与江浙沪

理与道德的旅游模式ꎮ

区域板块深度嵌合ꎬ使之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

当前ꎬ在社会“ 大生态” 等理念的影响下ꎬ中国

略板块ꎮ 从实体经济层面加强与江浙沪地区的产业

生态旅游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ꎮ 首先ꎬ社会经济

互嵌ꎬ从制度层面实现市场规制的充分对接ꎬ是合肥

的快速稳定发展ꎬ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基础ꎮ 自

乃至安徽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路径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稳定增长

但是ꎬ面对与沪宁杭等长三角大都市新标杆的

的趋势ꎬ人民收入不断增加ꎬ为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

现实差距ꎬ合肥必须以巨大勇气和决心迎接挑战ꎬ同

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ꎮ 其次ꎬ国家政策的鼓励与

时更需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找准自身定位ꎬ着力

支持ꎮ 自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出台 «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

创新追赶路径和发展模式ꎬ奋起直追ꎮ 如果我们将
合肥的环巢湖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与长三角世
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定位结合来看ꎬ则不难发现

业的意见» 以来ꎬ国家旅游局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出台了« 中国旅游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纲要» 和
«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规程» ꎬ明确指出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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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项目ꎬ从生态理念建设到投入

政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ꎬ

保护项目建设ꎬ再到生态管理监督、建立生态旅游示

优化城市生态环境ꎬ构建生态文明ꎬ把合肥打造成宜

范区ꎬ全方位促进中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ꎮ 再次ꎬ随

居宜业宜游的“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 方面的持续不

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

懈的努力ꎬ天时、地利、人和皆备ꎬ造就了合肥市在长

提升ꎬ生态旅游成为时下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三角城市群中以生态旅游来实现战略突围的最佳机

最后ꎬ生态旅游发展浪潮的促进ꎮ 随着人们对环境

遇ꎮ 而其他长三角城市在过度工业化造成的高环境

质量与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ꎬ内容丰富的生态旅游

承载力使之已不具备这样的现实条件ꎮ

受到众多旅游者的青睐ꎬ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

３

趋势ꎮ
２.３

合肥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独特优势ꎬ且成绩斐

引领生态旅游潮流:合肥在长江经济带旅

游一体化趋势下的时代担当

然

如前所述ꎬ长江经济带旅游一体化协作无论是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ꎬ合肥市具有发展生态旅游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是摆上议事日程的迫切课

的独特优势ꎬ这跟合肥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市委市政

题ꎮ 但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旅游一体化进程中ꎬ

府的深谋远虑、及早筹划是分不开的ꎮ 合肥ꎬ襟江带

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协作ꎬ而是基于生态文明

湖ꎬ因水而建、因水得名、因水而兴ꎮ 湖清则城美ꎬ湖

建设战略高度ꎬ以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旅游

污则城黯ꎮ 近年来ꎬ合肥在探索“ 城湖共生” 的生态

为发展目标ꎮ 在此方面ꎬ合肥市以环巢湖国家生态

发展之路上可谓煞费苦心:探索大湖治理开发新路ꎬ

示范区建设为抓手ꎬ将在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一体

打造国家级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ꎬ建设生态型

化进程中引领生态旅游潮流ꎬ起到示范作用ꎮ

绿色都市区ꎮ 巢湖是合肥重要的生态特色ꎬ是长江

３.１

流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要突出巢

环巢湖区域广ꎬ位置优ꎬ承载力强ꎬ示范引领作

用明显
作为地处长江经济带第一阵营———长三角城市

湖治理与保护的核心地位ꎬ坚持政府主导、流域共
治ꎬ推进示范区项目建设ꎬ推动建立合作多赢的生态

群核心区的副中心省会城市ꎬ合肥市正处于工业化

补偿机制ꎮ 探索建设城市生态文明体制机制ꎬ提升

高速发展期ꎬ其拉高标杆ꎬ与长三角发达城市群在城

环境监测预警能力ꎬ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

市规模与能级上等高对接的愿望非常迫切ꎮ 但就在

空气质量监测预警体系ꎬ实施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

这样的工业化发展任务极为繁重的条件下ꎬ其着力

治理ꎮ 全面深化大气污染防治ꎬ不断改善空气质量ꎮ

打造的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经济与生态文

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ꎬ深入实施绿色森林增

明协同发展上就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ꎮ
其不仅涉及区域广泛( 以 ８２０ 平方公里水域为

长行动ꎬ让城市拥抱森林ꎬ打造生态型园林都市ꎮ 可
以说ꎬ合肥以壮士断腕的决心ꎬ以更高层次、更宽视
野、更快步伐、更严标准全面推进示范区建设ꎬ加快
实现“ 安澜巢湖、碧水巢湖、生态巢湖” ꎬ努力在全国

核心区ꎬ沿湖 １５５ 公里的环巢湖旅游大道围绕巢湖
形成一个“ 心” 形) ꎬ体量巨大ꎬ具有极强的资源承载

力ꎬ而且区位优越ꎬ向东可承接长三角核心都市圈的

探索出一条具有巢湖特点、合肥特色的大湖治理与

优质客源ꎬ向西可向长江中游都市圈拓展ꎬ起到承东

保护新路ꎬ让建设成果极大提升合肥人的幸福感和

启西的中间站作用ꎬ将长三角都市圈与长江中游都

自豪感ꎮ 所以ꎬ合肥市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ꎬ连续 ４ 年入

市圈串联起来ꎮ 其在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不容小

选央视评选的全国幸福城市十强(２０１５ 年更是位居

觑ꎮ 而且这样大体量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在长江经济

榜首) 绝非偶然ꎮ

带是独一无二的ꎬ其在生态旅游乃至生态经济、生态

应该说ꎬ在长三角城市群中ꎬ合肥市发展旅游业
的先天条件和现实基础都不是最好的ꎮ 但在中国工

文明建设中先行先试的引领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
的ꎮ

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ꎬ生态文明建设刻不

这种示范引领作用还表现为以生态文明为基

容缓ꎬ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ꎬ环巢湖生

点ꎬ加强生态旅游管理ꎮ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下ꎬ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批复、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之

生态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具有一致性ꎬ现

一、后发城市的广阔纵深发展空间ꎬ加上合肥市委市

实中依然存在生态保护、生态管理、生态机制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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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之处ꎮ 合肥在打造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可以说是巢湖有别于其他的湖泊包括太湖与东湖ꎬ

区过程中率先建立健全区域生态保护、资源有偿使

环巢湖最有特色的一个景观和观景区ꎮ

用、消耗补偿及环境污染补偿等制度ꎬ探索减排、降

３.３

耗、节能与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机制及平台建

亟待破解的难题
虽然合肥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旅游规划上在

设ꎬ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循环低碳、可持续

整个长江经济带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ꎬ取得了初步

发展方面带了个好头ꎮ

成绩ꎬ但要真正做到引领长江经济带生态旅游潮流ꎬ

３.２

生态旅游规划高起点、高规格ꎬ与国际化都市

争做时代的弄潮儿ꎬ还面临着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ꎮ

相匹配

其一ꎬ如何发挥合肥在长江旅游带一体化建设

合肥市以生态经济发展为视角ꎬ着力做好环巢

中的作用ꎬ还存在着现实困难ꎮ 毕竟长江旅游带范

湖生态旅游规划ꎮ 一是站在现代旅游发展格局的高

围很大ꎬ各省市之间、上中下游之间联动发展并不容

度ꎬ从大处着眼ꎬ体现规划的宏观性和超前性ꎻ二是

易ꎬ需要国家层面制定相关配套政策ꎬ推动各地进行

明确生态旅游的产业定位ꎮ 使之成为区域生态经济

协调ꎮ 尤其是合肥刚纳入长三角城市群ꎬ并一跃成

发展的支柱ꎬ引领其他产业发展ꎻ三是明确生态旅游

为副中心城市ꎬ对于那些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大得

的功能定位ꎮ 生态旅游作为现代“ 绿色经济” 的主

多的长三角城市而言ꎬ能否真正认同还是个问题ꎬ更

导ꎬ明确自身的客户对象、客户需求、市场分布等ꎬ从

甭提发展生态旅游的合肥经验和合肥模式的推广

而实现生态旅游的综合效益ꎻ四是明确生态旅游的

了ꎮ 其二ꎬ生态旅游建设必须坚持在尊重自然、顺应

品牌定位ꎬ与“ 大湖名城ꎬ创新高地” 国际化都市相

自然、保护自然等原则之下进行ꎮ 合理开发生态资

匹配ꎬ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ꎮ

源ꎬ重视对稀有生态资源的保护ꎬ加强生态旅游基础

目前ꎬ打造的环巢湖旅游地理空间格局为“ 一
湖、两城、十二镇、二十四咀” ꎮ

“ 一湖” 是大湖观光ꎮ 环巢湖 １５５ 公里的旅游

大道无不凸显大湖观光的理念ꎬ具体包括四个方面ꎬ
生态体验、人文探秘、温泉养生、运动美食ꎮ “ 两城”

设施建设ꎬ从而有效推进生态文明的发展ꎮ 对于正
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的合肥来说ꎬ如何进一步加强
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的关联性也是一个不小的难
题ꎮ 其三ꎬ迫切需要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ꎬ重视生
态旅游专业性人才培养ꎮ 生态旅游发展应该强调对

即合肥市主城区和巢湖市ꎮ 主城区作为旅游主要分

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ꎬ将生态文明切实融入生态旅

两大板块ꎬ一是以环城公园和环城公园以内所形成

游的建设过程中ꎬ从而促进地区生态制度建设ꎮ 同

的老城乡ꎬ里面有很多已经成形成名的旅游资源ꎮ

时ꎬ重视对生态旅游专业性管理人才的培养ꎬ由专业

二是滨湖地区ꎬ以现代城区和文化旅游建设区组成

人士管理、引导和监督生态旅游产业ꎬ从而保证生态

滨湖的旅游整体ꎮ 此外ꎬ巢湖市有很多历史典故ꎬ这

旅游经济效益的实现ꎮ 在这方面ꎬ合肥还显得准备

些历史典故既有印证的载体ꎬ也有场景的环境ꎮ 巢

不足ꎮ 其四ꎬ如何进一步推进生态旅游制度建设ꎬ健

湖市也是旅游发展比较早的地区ꎬ已经形成了一花

全相关法律法规ꎮ 生态旅游制度是促进生态旅游健

一泉两洞的基本格局ꎮ “ 十二 镇” 指 环 湖 十 二 镇ꎮ

康发展的保障ꎮ 因此ꎬ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ꎬ要加

坚持“ 生态优先、传承文化、彰显特色、同中求异” 规

强生态旅游制度建设ꎬ建立生态旅游项目推广制度

划理念ꎬ全面推进环湖城镇形象与风貌设计ꎬ让居民

和实施制度ꎬ健全生态旅游资金投入制度和项目规

“ 看得见山ꎬ望得见水ꎬ记得住乡愁” ꎮ

划制度ꎮ 同时ꎬ要从客观实际需求出发ꎬ进行生态旅

目前ꎬ采用皖中江淮建筑风格进行总体风貌控

游的相关立法ꎬ实现依法管理ꎬ从而促进生态旅游的

制的镇有三河镇、长临河镇、烔炀镇、柘皋镇ꎻ采用民

科学发展ꎮ 合肥市政府对此已做了不少工作ꎬ但要

国风建筑风格进行总体风貌控制的镇为黄麓镇ꎻ楚

真正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ꎬ则制度建设还要进一步深

风为散兵镇、槐林镇ꎻ皖西南风格为盛桥镇ꎻ现代建

化和细化ꎬ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式ꎮ

筑风格( 新中式) 有中庙镇、 同 大 镇、 白 山 镇、 中 垾
镇ꎮ
“二十四咀” 是原生态的景观区ꎮ 巢湖咀多ꎬ共

有 ２４ 咀ꎬ都是巢湖水面与湖岸相交接的一大特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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