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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广德市紧紧围绕南部乡镇发展旅游战略,牢固树立生态绿色发展理念,立足自身旅游资
源优势,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主体作用,强化招商引资力度,不断研究和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狠抓基础
设施配套,全市旅游发展风生水起,亮点纷呈,涌现出一大批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度假山庄、马场、
漂流等系列旅游项目,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步彰显。但在百花齐放、竞相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
旅游项目薄弱、业态单一、同质化严重,旅游发展规划度不高、影响力不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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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promoting urban tourism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Qiang Fu
Guangde City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burea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uangde city has closely focused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southern township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its own
advantages in tourism resources, ga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and market subject,
and strengthened its efforts to attract investment, constantly studying and formulating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vigorously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the city's tourism development is boom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m projects, such as those featuring small towns, rural complexes, holiday resorts,
horse farms, drifts and so on, have sprung up,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wer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But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blems are exposed, such as the weakness of tourism project, the
singleness of industry form, the homogeneity, the low degre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the
insufficient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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