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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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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业是黄山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依托“黄山”与“徽文化”两张世界级名片。黄山市已经发展成

为国内知名、国外有一定影响的旅游城市，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综合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黄

山市最近提出了打造“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发展目标。但黄山市的国际旅游城市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条

件、设施与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还有相当差距。可以从优化产品结构、完善服务功能、完善促销机制、重视人

才引进、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着手。推进黄山市旅游国际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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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旅游产业能够极大地促进一个城市的开放，直接

表现在接待国际游客数量的提升。由此给城市带来的

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这也是最大的实惠。因此，旅游

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的前奏。

所谓国际化大都市最初是由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

迪斯于1915年提出来的。目前关于国际化大都市还没

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解释定义

有两种。

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将这～概念解释

为，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

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应具备以下特征：①通常

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②国家的贸易中心；③主要银

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④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

⑤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⑥不仅是大的入口中心，而
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⑦随着制造业贸

易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展，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的另～

种主要产业部门。

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7项衡量世界

城市的标准：①主要的金融中心：②跨国公司总部所在

地；③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④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

⑤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⑥世

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⑦城市人
口达到一定标准。

国内代表性的观点有二种。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国

际化大都市，是指那些有较强经济实力，优越的地理位

置，良好的服务功能，一定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总部，并

对世界和地区经济起控制作用的城市。另一种观点将

“国际化大都市”分解后认为，国际化指的是大都市的

性质、功能和地位、作用。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拥有雄

厚的经济实力，位列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对

世界经济有相当竞争力和影响力；二是经济运行完全

按国际惯例，并有很高的办事效率；三是第三产业高度

发达，综合服务功能强。大都市，指的是其规模、容量和

结构、形象。也有三个特点：一是除了城市本身的人口

面积外，还要有向外延伸的广泛空间即经济区域，称大

城市连绵区；二是除了城市据有跨国公司总部外，还要

有庞大的企业集团、中介组织和相当的资产存量、要素

存量和内外贸易额；三是除了城市的一般基础设施外，

还要有显示现代化的公用事业、商住楼群和生态环境。Ill

综合上述观点，所谓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指那些具

有超群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并且和全世界或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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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交流关系，有着全

球性影响的国际第一流都市。理解国际化大都市概念

的关键点是“影响力”问题，这种“影响力”是奠基在一

定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这种影响能力既是一个动态的

变化过程，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

黄山旅游自1979年起，已经历两次发展飞跃，成

为安徽旅游业龙头品牌和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随着

黄山市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正在全力推进黄山

发展的“第三次”国际化进程。黄山市“旅游立市”的基

本特点及近年来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扶持。尤其是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发展目

标。使黄山的旅游及相关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

步(如表1)，给黄山市酒店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

良好的发展背景。黄山市积极打响“黄山”和“徽文化”

两张世界级的品牌。统筹国内外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基

本战略，预计到2010年，项目投资规模累计超过200

亿元；旅游年接待量达到2000万人次，入境旅游者达

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达200亿元。

表1黄山市旅游接待量、旅游收入统计

资料来源：200|-2007年《黄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黄山市统计局

从表l可以看出，除2003年遭受“非典”袭击外，

黄山市的游客接待量及旅游总收入呈逐年增长的态

势，2006年更是达到了接待游客124l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84．4亿元．同比分别增加23．9％和37．5％，入境游

客和创汇突破50万人次和l亿美元．增长了25．9％和

35．8％．这是1998年以来正常年份的最高增速。2007

年，旅游总收入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大关。

二、加快黄山旅游国际化的意义

城市国际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共生的城市现象。呦口

快融入全球化、全面推进城市国际化，是黄山市未来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黄山市经济社会保持又好又快发

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黄山

市上下坚持以旅游经济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坚

定不移地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旅游业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强劲势头。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支柱和最大产业。但必须同时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

天，黄山市旅游业发展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

键时期，加快发展、提升效益的任务十分繁重，尤其是

旅游国际化程度与所拥有的资源秉赋明显不相称。

2005年。全市入境游客43．3万人次。仅占游客总量的

4．3％．明显低于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旅游城市发展水

平。因此，加快黄山旅游国际化进程是提升旅游产业结

构、实现旅游经济大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东向

发展、实现率先崛起的重大举措。

经过20多年发展。黄山市旅游产业规模逐步扩

大。旅游从业人员近20万，年接待游客能力超过1000

万人次，2007年以旅游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

结构中的比重达47．8％，旅游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的

51．4％。栩从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黄山发出

“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到2009年

7月15日，这30年是黄山综合实力大提升的30年，

30年来，黄山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农业主导到旅

游立市、从山区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

转变。2008年，黄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9．9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是1979年的19倍；完成财政收人25．7

亿元，是1979年的35．2倍；三次产业结构由1979年

的59．6：21．3：19，l调整为2008年的13．7：39．5：46．8．。

如下图：

图1 1979年黄山市产业结构图

资料来源：根据《黄山日报)2009年7月15日数

据统计

黄山市旅游资源举世无双、品位一流，对境内外游

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近年来，随着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快，旅游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旅游发展环境

进一步优化，黄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美誉度

日益提升。特别是国家明确把扶持旅游业发展作为促

进中部崛起的战略举措，为黄山市加快推进旅游国际

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各级党委、政府毖须认清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坚持把实施旅游国际化战略作为推

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旅游大市建设的重要

内容和抓手，创新工作思路，强化支撑措施，努力在加

快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国内旅游“一轮独大”向国内旅游

和入境旅游“双轮驱动”的根本转变，全面提升黄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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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国际化水平。

三、黄山市旅游国际化的现状

(一)国际化城市的概念

简单地说。城市国际化是城市经济社会各方面综

合发展的过程。其评判指标是综合的多指标体系。由于

城市国际化是动态的过程，不同国家城市国际化现代

化水平不同，存在不同的衡量指标体系(如表2)，并具

有明显阶段性特征。

表2城市国际化衡量指标体系

壤目名称 拽格要求

人才中心 有大量的田际移民：至少占城市常住人13'5％

田际套晨中心每年王少奉办150次以上固际性套设

田际机构 王少30个啊际组炽甚卑所在地(而不是区黛中心)

完4-的lt#r,g秉It#t,ggm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70％以上

托生 翻际铟生中心

文化 田际文化传鼍中心

城市素质 文明之|l(市民素质很高、治安很好)

(二)城市的国际化服务的范围

城市国际化意味着城市的发展不再是一种地区性

现象，而是处于国际发展背景中与国际经济、社会、文

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城市国际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更高

层次，瘩须以城市现代化为前提与基础，它在服务上，必

须覆盖以下方面．如图3：

图3城市国际化服务的范围

(三)黄山市旅游国际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与国际著名的滨海旅游国家(城市)如夏威夷、巴

厘岛、普吉岛等相比，黄山市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大差

距。首先，黄山市旅游国际化品牌的知名度还不高，在

国际上的推介力度还有待加强；其次，黄山市的星级宾

馆酒店存在集团化程度低、地域分布不平衡、档次结构

不合理的问题；第三，酒店服务体系制度化很成熟，但

个性化不够。还缺少分别适应欧美客人、亚洲客人等不

同群体的特色服务体系；第四，国际直达航班太少，虽

然与香港、韩国和日本的直航也只是包机，国际游客的

快捷出入有很大障碍。

同时结合表l还可以看出，黄山市近几年城市综

合实力虽有所增强，但仍落后于国内一些发达城市，与

国际性城市的差距较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仍不能适

应城市发展的需要。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是国际性城

市的基本特征和必备条件。是衡量城市现代化国际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嘶年来黄山市第三产业总量有所增
加，占GDP比重上升，但与国际性城市相比差距仍大；

城市基础设施仍是城市发展的薄弱环节；第四就是当

地居民的整体素质不高。

四、黄山市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

发展国际化旅游就要求与旅游配套的软硬件设施

都须实现国际接轨，而立足地方特色、开发出具有国际

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无疑是最核心的内容。为充分发挥

黄山市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快旅游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推进旅游大市建设，实现“两个最强”目

标，现就实施旅游国际化战略、加快黄山旅游国际化进

程提出几点思考。

(一)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知名品牌

旅游国际化不仅仅是旅游产业的国际化，更是城

市发展的国际化。何谓旅游国际化?首先表现为客源市

场国际化。即国际旅游者占有较大比例；关键是旅游产

品国际化．即符合国际旅游者的口味，为国际旅游者首

选：核心是旅游服务国际化，即旅游服务水平与国际接

轨．服务标准符合国际惯例。要充分发挥旅游总体规划

的龙头和指导作用，加大旅游资源保护和深度开发力

度，大力发展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商务会展和乡村旅

游等特色或专项产品。推进黄山旅游由单一观光型向

复合型转变。围绕“黄山”、“徽文化”和“生态环境”三大

品牌．实施旅游精品战略。要依托一流的生态环境、优

美的田园风光、丰厚的文化底蕴，转型器发一批面向国

际市场的乡村旅游休闲体验项目，提升黄山乡村旅游

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再次要科学整合各类文化遗

产。精心打造徽文化品牌，使徽文化真正成为境内外游

客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徽州民俗风情的核心产品，

众所周知。旅游属于一种文化类型的经济活动，其消费

者购买的实为一种具有文化特质的“一次性商品”，旅

游资源在文化上的差异性越大，就越能成为旅游的消

费热点或“卖点”。四

近期。国家旅游局通过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接洽

和沟通．中法两国旅游部门之间达成有关合作意向。法

方同意选择中国黄山市并围绕“乡村旅游”主题实施合

作，项目定义为“中法徽州乡村旅游合作(黄山市)示范

项目”。

(二)完善服务功能，严格质量标准

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立足于优质

化、配套化，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与境外游客

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旅游精品街、休闲街、特色街和宾馆

饭店．全面提升休闲娱乐弋餐饮购物、商务会展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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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提

高综合消费水平。加强旅游国际标准化建设，鼓励景区

(点)和企业参加ISIY)(K)0、IS014000等国际质量认证体

系，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标准、旅游企业

经营标准和旅游服务质量标准。统一设制旅游交通要

道、主要街巷和景区(点)指引路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逐步完善A级以上景区(点)和星级以上宾馆以及特

色商业街区、机场、车站、码头、银行等窗口单位的多语

种标识、多语种服务系统，方便境外游客出游、娱购和

进行商务活动。规范旅游宣传资料印发。统一编制英、

日、韩等主要语种的《黄山旅游指南》和景区(点)导游

图，满足不同国籍、不同层次的游客需要。加快“数字黄

山”旅游信息平台建设．办好英、日、韩等主要语种的黄

山旅游门户网站、景区网站和特色旅游网站．并与国内

外主要旅游网站实现互链互通：完善旅游信息查询和

网上交易、结算系统。加快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和“一卡

通”，确保旅游电子商务系统尽快延伸覆盖到市内主要

景区(点)和各大旅行社以及星级以上宾馆饭店。旧

不断提升管理服务质量．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

服务理念，按照“5A”标准和国际化要求，实现旅游服

务的规范化、人性化和个性化。f7l

(三)完善促销机制，创新促销方式

加强旅游营销宣传推广中心建设。建立健全政企

联手、区域联动的整体促销机制，统_旅游城市形象设

计、旅游产品包装和旅游宣传资料编制发放，提高旅游

宣传促销效果。高度重视旅游国际市场开拓。科学制定

营销措施，巩固扩大港澳台和日韩、东南亚市场，开发

拓展欧美及大洋洲等新兴市场。加强与境外客源市场

和国际性、地区性旅游协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争取

在海外设立黄山旅游办事处，力促黄山旅游集团跻身

世界旅游组织地区成员；邀请国外驻华使领馆官员和

办事机构、企业代表来黄山休闲度假、商务考察，借助

名人效应扩大黄山对外影响。统筹利用对外宣传、招

商、外交等重要平台以及报纸、影视、网络、文艺等重要

载体，加大境外游客招徕和组团力度，嗍联手重推“黄

山”、“徽文化”和“乡村旅游”等品牌产品，全方位开展

对外宣传，推动黄山旅游大步走向世界。

(四)重视人才引进，强化教育培训

突出培养、吸引和使用三大环节，建立健全人才激

励机制。加快培养一支与旅游国际化相适应的行业管

理队伍、企业家队伍和专业技术队伍。高度重视旅游人

才的引进，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吸引境内外

高素质、多语种经营管理人才来黄山施展才干、成就事

业。支持黄山学院办好旅游二级学院，鼓励境内外知名

院校、重点旅游企业来黄山合作办学，引进国际通用旅

游培训教材，培养造就一批黄山市急需的旅游高层次

管理人才和高素质外语人才。加强旅游窗口行业单位

建设，分级分层次抓好景区(点)、旅游饭店、机场、车

站、码头和交通运输、娱乐购物、银行等窗口单位一线

员工以及导游等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和多语种口语培

训。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有计划选送一批

旅游经营管理人员到境内外著名高校、旅游企业学习

深造，开拓视野，增长才干。邀请国内外旅游专家学者

来黄山市讲学，更新企业家经营管理理念。每年选送旅

游行业优秀人才赴国外先进城市或著名旅游学院深造

进修，吸收和树立国际化理念，为推进旅游国际化战略

服务。鼓励支持在黄山旅游院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使

用国际通用的旅游培训教材。提高旅游教学国际化水

平。

同时在旅游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具有

跨文化意识的高级管理及技术人才对国际旅游市场的

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做到企业管理与跨国发

展的正确的决策。因此不论是管理者和决策者还是一

般从业人员培养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已是行业国际

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阴

(五)进一步优化旅游国际化发展环境

(1)大力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旅游

城市的辐射功能和集聚效应，按照“一群、两轴、三级中

心”的市域空间结构，加快中心城区和区县城镇开发建

设，做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塑造

城市特色．尽快形成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区县城镇为骨

干、中心集镇为纽带的现代国际旅游城市框架，为加快

实施黄山旅游国际化战略提供强大的城市支撑。切实

提高市民素质。坚持把旅游国际化作为市民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市民强化开放理念，了解国际惯

例，熟悉国际规范，按国际规则办事。

(2)快速推进旅游国际化通道建设。按照构建大交

通的要求。加快黄山机场国际侯机楼建设和黄山口岸

对外开放步伐，力争黄山机场早日开通境外重要客源

市场的直航包机和航线。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快速推进

合铜黄、黄塔(桃)、黄祁和扬(州)绩(溪)至黄山的高速

公路建设．尽快形成与杭州、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主

要旅游城市的4小时高速公路圈，全面提升黄山市在

东部交通网络中的重要枢纽地位。进一步加大项目前

期工作力度，争取“十一五”期间启动建设皖赣铁路复

线工程、黄山火车站升级改造工程和黄山至杭州、黄山

至金华、黄山至铜陵的城际铁路，增开黄山至国内主要

城市的旅游专列。综合改造新安江黄金水道。充分发挥

其航运、旅游观光和城市防洪功能。加快市交通指挥中

心和市域、景区之间的路网建设，逐步开通中心城区通

往各旅游景区(点)的旅游直通车或旅游公交，确保旅游

可进入性的逐步提高。

(3)建立键全旅游国际化激励机制。加大财政支持

力度．建立市级旅游发展专项基金，重点用于资源保

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化奖励。发挥政策引导作

用，鼓励涉外宾馆饭店和景区(点)、企业提升接待管理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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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开通数字电视、提供多语种电视和西餐服务的

三星级以上饭店以及新评定为4A级以上的景区，给

予一次性奖励。完善境外市场开拓激励机制，加大市内

国际旅行社境外组团和机场、铁路增开境内外重点客

源市场包机航线、旅游专列的奖励力度。开展五佳涉外

窗口行业单位、五佳国际旅行社、五佳星级饭店、五佳

外语导游、五佳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评比表彰奖励活

动，进一步激发涉旅行业和单位加快推进黄山旅游国

际化的积极性。

(4)深入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缝全旅游执法管理体系和综合

治理长效机制，切实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和服

务质量监管。依法严厉打击宰客骗客、强买强卖以及各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净化旅游

国际化发展环境。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特别是导游员队

伍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建立旅游企业和

从员人员诚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戒制度，严格市场准

入和行业管理，优胜劣汰，公平竞争。高度重视旅游安

全生产，健全完善事故排查、防范机制。确保境外游客

出行人身安全。建立旅游行业协会，加强旅游行业制度

建设，提高行业自律、监督和自我服务水平。

(5)切实加强旅游国际化组织领导。实施旅游国际

化战略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

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参与和支持。闷

旅游是黄山立市之本，黄山也是世界的黄山，在发

展国际化的进程中。始终围绕“新黄山、古徽州”主题，

形成山上山下一体、自然人文融合、区内区外联动的大

黄山旅游圈；积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旅游产

品结构调整升级，延伸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旅游关联

带动效J立，把黄山建设成“安徽的旅游龙头、华东旅游

中心、中国旅游名牌、世界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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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ourism in Huangshan City
Yao Lizhong

(School of Tourism，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21，China)

Abstract：Tourism is all important pillar industry to Huangshan City．Relying on Huangshan and

Huizhou Culture，Huangshan City has become a well-known tourism city home and abroad．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uangshan City has recently put forward a developing goal to build all international tourism city．At

present，Huangshan'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with many conditions and facilities far

behind the standard of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city．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city for Huangshan from different angles，for example，the structure of

tourism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duct,tourism services，tourism marketing，introduction of talents，and service

environment．

Key words：tourism internationalization；development stmte亭es；Huang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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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5条)

1.期刊论文 张正东 加快黄山市旅游国际化进程的思考 -中国国情国力2010(7)
    加快推进黄山旅游国际化进程,是黄山市委、市政府从黄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十一五"规划所采取的重大战略部署.随着黄山旅游对外影

响日益扩大以及对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推进黄山旅游国际化进程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密切关注,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提升以黄山为中心的皖南地区开放开发水平,着力打造旅游文化示范区,加快建设吸引力更强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进一步确立了黄山

建设旅游国际化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为黄山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指明了方向.

2.学位论文 卜雪梅 扬州市旅游国际化推进战略研究 2010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提出要加快旅游国际化进程，建立国际旅游城市，并进行了相关实践，而学术界在

此领域的研究较少，远不能满足现实建设需要。就目前国内的发展趋势来看，旅游国际化已经成为新世纪国内各大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很多学者开始

关注并着手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br>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江淮平原南端，是上海经济圈和南京都市圈的节点城市。向南接纳苏南、上海等地区经济

辐射，向北作为开发苏北的前沿阵地和传导区域，素有“苏北门户”之称。扬州市旅游国际化对于扬州这座千年古城重新焕发活力，继续发挥全国重点

和中心城市的作用，缩小其与国内外实力较强城市间的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br>　　

 扬州市旅游国际化是一个长期探索和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是基于旅游产业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系统理论、“大旅游”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进行分析，在研究国际旅游城市相关研究现状和案例地扬州的旅游国际化历史进程和现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现状调研、实

证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扬州旅游国际化水平做科学评估和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在对扬州旅游国际化的差距与优势分析

的基础上，明确解决存在问题的途径与手段，提出扬州市旅游国际化可按照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并且确定了扬州旅游国际

化的发展战略，力争使扬州成为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景气指数高、人居环境好、国际文化氛围浓、社会安定和谐的旅游国际化城市。

3.期刊论文 徐淑梅.吕建华.沈和江.XU Shu-mei.LV Jian-hua.SHEN He-jiang 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开发战略AHP决策

分析 -人文地理2008,23(1)
    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黑龙江省的冰雪旅游开发战略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并得出结论:黑龙江省应该首先实行冰雪旅游产业化战略目标

,同时不可忽视冰雪旅游国际化战略目标;而争创品牌战略是第一重要的发展战略;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思想观念不够开放、经济欠发达和管理体制

较落后,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根本改变"多头管理、政令不一"的现状,借鉴国内外冰雪旅游开发成功经验,大力发展滑雪旅游等.通过这

些具体措施,可以确保实现"提高黑龙江省冰雪旅游的综合竞争力,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知名的冰雪旅游胜地"的总体目标.

4.期刊论文 卢炳根 打造"杭为茶都"战略和措施思考 -中国茶叶2005,27(5)
    为了更好地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提升浙江茶产业品位,可持续发展浙江茶经济,我们要从深刻理解茶文化建设丰富内涵着眼,从充分认识

加快浙江茶文化建设重大现实意义出发,从关注茶文化建设与今天浙江社会的经济发展、人们消费理念的时尚化、优秀文化旅游国际化大都市的打造等密

切关系入手,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全方位地思考前瞻性的发展战略,科学性、合理性、务实性、多侧面地策划渐进性的措施实施部署,以求真务实的

科学态度,抓住机遇,创新破难,实现目标.

5.学位论文 何红丽 上海都市会展旅游发展及国际化进程研究 2004
    该文旨在为加快上海都市会展旅游国际化进程提出有效的对策,在分析了会展业、旅游业和会展旅游业三个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会展旅游研究

的进展状况,对会展旅游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界定.通过调查上海会展旅游业的现状,分析国际会展旅游名城的发展状况,归纳出国际性城市在开发会展旅游

过程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及方法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海会展旅游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并结合上海市旅游业发展战略确立了上海会展旅游的目标

定位和阶段性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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