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生态和文化
看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建设

打造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江西样板”，不能没
有 旅 游 发 展 的“ 江 西 样
板”。庐山西海运动休闲
目的地和旅游经济圈建
设，可看成是九江市创造
性融入生态文明示范区建
设的重大举措。它的第一
位的任务是生态环境的保
护与优化，并率先成为江
西乃至全国旅游发展的

“西海样板”。
西海旅游属于生态旅

游范畴。目前不少地方都
流于“贴标签”层次，看山水风光，吸清新空气，吃有
机蔬菜之类。其实这远远不够！延伸到文化层面，
我们就可以透过自然风光看到人的活动，看到特定
人群传统的思维方式、组织构造、审美个性与民俗样
态。你会发现，旅游可导入的资源要素远远超出我
们的想象。

做旅游文章固然要深入其中，还需要适度地跳出
来。比如说区域内农村环境的整治和优化，看似无
关，实则有关。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建设应该同社会
主义新农村、新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思考。如果这些问
题我们解决得好，“西海样板”的价值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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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庐山西海升级与创新发展

一是找准定位，差异崛起。明确提出建
设精品化、一站式、高品质世界级湖泊旅游度
假目的地，构建天上云居·诗画西海旅游品
牌，推进围绕湖泊山水资源的全产业、全空
间、全体验、全服务的目的地发展格局，形成
核心辐射，多级节点，圈层推进，板块内生的
全景全域化旅游度假目的地。

二是多元功能，多元业态。跳出观光的
红海，走向休闲度假的蓝海，由观光一枝独秀
变为观光、度假、文化、养生、美食等百花齐
放。做强湖泊吸引，做好新温泉主义-原乡温
泉，做靓禅修养心，打造中国坐禅中心·做足
山地运动，建设国家级山地户外运动基地，做
透闲静田园，形成以竹为主题的现代农业创
意产业园模式；做美吴城赣商文化古镇，传承

历史文化和经典记忆，创新商贸、生态文化的活态体验。
三是综合联动，综合效益。新时期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协同合作，联动各个板块和部门，联动各个产业和行业，联
动各个景区和资源，形成综合产业综合抓、共上共管、联动发展的格局。

打造运动休闲目的地打造运动休闲目的地 建设西海旅游经济圈建设西海旅游经济圈
——庐山西海发展研讨会纪实庐山西海发展研讨会纪实

9月19至20日，由南昌大学和庐山西海风景区管委

会共同主办的庐山西海发展研讨会在庐山西海巾口景区

举行，省市有关领导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九江市政府党组

成员、庐山西海风景区党委书记李甫勇介绍了景区发展情

况，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于先葵出席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主持，主题为“打造

运动休闲目的地，建设西海旅游经济圈”。与会嘉宾和专家

从庐山西海的守护、升级、创新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交流。

会上，发布了“西海倡议”，与会嘉宾和专家一致同意，

并郑重签名。

建设庐山西海
运动休闲旅游目的地

一、着力实施西海运
动休闲主题发展战略。要
加强规划引领，主动对接
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和重
点行业，结合西海本地发
展优势，做好本地体育产
业空间布局；同时要积极
吸收社会各方的投资，鼓
励以 PPP 模式加大对健身
休闲等项目的规划建设和
开发利用，培育多元市场
主体，形成政府引导、市场

驱动、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
二、走出一条开创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

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
三、积极发挥体育部门职能作用，将优势资源整

合到项目中来。国家体育总局华体集团、省体育局、
九江市政府和庐山西海管委会多方围绕庐山西海体
育旅游全国示范区项目已达成合作共识，将以省体
育局射击、游泳、跳水三大中心和巾口球类运动中心
为切入，把庐山西海打造成集观光休闲、运动休闲、
度假休闲为一体的全国体育旅游示范景区，成为集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为一体、运动休闲主
题更加名副其实的体育休闲目的地。

庐山西海旅游
综合竞争力提升对策

一是大品牌。庐山
西 海 应 着 眼 于 国 际 视
野，围绕“国际生态型湖
泊运动休闲旅游度假胜
地”总体定位，主推并打
响“庐山西海”旅游品牌
体系，统一营销、分块运
作，发挥 5A 级景区等国
家级品牌带动效应。

二是大业态。以全
域旅游的视角，体现“旅
游+”，创新业态内容，丰
富旅游产品，延伸产业
链条，努力推进旅游圈
业态建设，打造多元化

旅游产业集聚区，形成全域一盘棋的差异化发展
布局。

三是大网络。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 5A景区
创建标准，加强旅游基础与服务设施建设，构建旅
游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多级多点网络化的公共
服务体系，形成功能完善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四是大环境。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观念，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
案部署，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生态环境，培育好社
会文化环境，打造美丽中国的“西海”样板。

五是大集团。应进一步理顺旅游圈内旅游管
理体制机制，形成旅游发展合力。组建庐山西海
旅游集团，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旅游上市公
司。引进国内外旅游运营和酒店管理领域知名旅
游企业。

非对称崛起、资本化功益

1. 放弃对门票的
热心，做足做好各类交
通设施、运动设施、服
务设施的运营。如景
区内的船舶、皮划艇、
帆船、滑翔伞等。、

2. 秀水之外别怠
慢了青山。环湖、环山
文章必须用心打造，做
实全域的生活、生产、
生态、生意。

3. 从体育领域非
对称崛起是个大战略、
好主意。跟风没有出
路，个性崛起才是福

慧。关键是从体育旅游的策划力、运营力、执行力入
手，坚持内容为王。

4. 云居山景区的提升。充分依托云居山这一
世界坐禅中心，使体育、康养、中医、修行与风景的怡
情养性天然整合，成为可依止的身、心、灵的营护。

5. 有业才有人，庐山西海一定要有更大的视
野，要吸引更多的年轻才俊到这来，从事更大的创
意。使旅游经营和景区发展有人才支撑。人才的
支撑。

6. 给庐山西海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要大胆的
沉淀庐山西海的新文化样式。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愿景？它是什么使命？它和我们的游客是什么关
系？最后，通过内容制造、体验执行，进行深度的营
销，把好风景、好山水推广出去。

旅游目的地创建
与庐山西海品牌提升

1. 通过立法把庐山西海生
态环境保护作为重中之重，这
是庐山西海未来的安身立命资
本，必须拒绝一切诱惑，长期坚
持。力争在江西省的层面立法，
切实禁止在庐山西海流域发展
工业和高污染的大棚农业。

2. 挖掘、梳理、提升庐山西
海景区的观光价值，庐山西海需
要集合或捆绑一些景点，并借助
观光旅游“照相指数”理论，打造
一个更具吸引力、景观饱和度、

“照相指数”足够高的观光旅游
景区。

3. 用逻辑清晰的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开发古村
落、古城镇，承载修河文化，对待历史建筑，必须用“创造未
来遗产”的理念，用扬弃的态度来保护和利用，修复利用古
村落、新建创造仿古村落乃至古城镇。

4. 引进红树林度假酒店连锁、安缦、地中海俱乐部、悦
榕庄等顶尖度假旅游集团，让他们为庐山西海的一流空气
质量和水质背书，确立高端度假旅游目的地形象，与庐山
西海的资源禀赋和未来愿景相匹配。

5. 体育旅游的激活，选准体育旅游的突破口，动静分
离，观光、度假、特种分离的空间布局，同时也需要创新管
理模式。

6. 充分挖掘云居山佛教文化、佛教人物大 IP，成就“中
国五大佛教名山”，云居山，三大样板丛林，农禅结合，具备
超出想象的国际禅学交流中心的资源基础，也是长期被忽
视的佛教文化、佛教人物大 IP。

如何构建
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

一、以运动休闲+养生养老
等大健康旅游为主题，确立其九
江旅游重要增长极、江西旅游重
要支撑板块、国家运动休闲旅游
新标杆、国际湖泊型生态度假新
样板的总体目标；

二、引导形成骑行+慢跑+
快走+漫游+激情运动+嗨乐+湖
鲜美食+温泉洗浴等西海生活方
式；

三、确立新的权益分配机
制，建议属地管理上，实施土地、
项目收益各归其主的分配方案；

四、打造舟行泛西海、车行
环西海、骑行揽西海、步行赏西海、飞行阅西海、潜行品西
海等“六行”西海，建设环湖生态绿道、临湖木质栈道、岛际
动感桥道、湖底玻璃廊道等“七道”西海，建设自驾车与房
车、户外运动、驴友帐篷、农耕禅修、孤岛体验、素质拓展、
自助度假等“八大营地”，建设西海宝莲灯塔楼、一湖千帆
游艇俱乐部、蹦激欢乐海岸、水底廊道式湖鲜餐厅、“神魂
颠”岛等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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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9至20日，庐山西海发展研讨会在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举

行，来自国内旅游、文化、体育方面的专家和江西省、九江市各级领导，共同围

绕庐山西海“打造运动休闲目的地，建设西海旅游经济圈”发展主题，把握“守

护、升级、创新”理念主旨，精准把脉、发表真知灼见，为庐山西海旅游提供了

指导和谋划。大家一致认为，庐山西海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庐山西海生态优势全国领先。天上云居，诗画西海。庐山西海一湖

清水、一片青山，一级水质、一级空气，大山大水交相辉映，禀赋优越，保护得

力，生态绝佳，全国罕见。

二、庐山西海发展定位准确。以健康、运动、休闲为主题，以创建国家

5A景区为路径，以建设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和创建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为

目标，切合景区实际，符合发展理念，紧跟市场趋势，利于转型升级。

三、庐山西海研讨汇智恰逢其时。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站在二次创

业的起点，进一步优化发展定位、提升发展目标、强化发展举措、发挥拉动作

用，正需要听取百家之言，汇聚各方智慧，实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全面总结研讨会成果，助力庐山西海发展升级，本次研讨会特发出以

下倡议：

一、守护一湖清水，实现美丽西海蓝图。绿色为健康之源，生态乃旅游之

本。庐山西海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显著，在大力提倡绿色发展、建设美丽

中国的当下弥足珍贵，也是我们今天旅游产业创新升级的主要条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要着力厚植这一发展优势，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中央“五大

发展理念”，着力生态文明，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定走出永续利用

的绿色发展道路，早日建成国际生态型湖泊旅游度假胜地，为建设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作出贡献。

二、实现转型升级，打造运动休闲目的地。健康、运动、休闲旅游是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庐山西海水秀山清,人文荟萃,旅游要素齐全，推

进旅游、体育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得天独厚。希望按照“空中看西海、水上

玩西海、水下探西海、陆上竞西海”的发展思路，持续培育健康运动休闲产业，

尽快把庐山西海率先打造成观光休闲、运动休闲、度假休闲为一体的全国体

育旅游示范区。

三、创新发展之路，建设西海旅游经济圈。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是九江

旅游“两圈两带”战略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必

将促进庐山西海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庐山西海周边群众旅游致富，促进

修水、武宁、永修三县旅游经济发展，促进九江旅游整体发展。要不断创新思

路，通过规划引领、合力共建，打破行政壁垒，增进跨区合作，全面整合资源，

加速要素集聚，形成新型旅游产业集群，把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培育成为江

西旅游产业的重要增长极。

四、提升服务水平，支持西海5A创建。近几年来，庐山西海发展成效令

人瞩目，景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

高，创建申报国家5A景区的条件基本成熟。希望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资源

优势和发展效应，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加大投入、加快整改、超常运作，

完善硬件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庐山西海国家5A景区2017年成功

获批。

我们坚信，在江西“旅游强省”、“决战旅游产业一万亿”重大战略和九江

“打造世界知名的山水文化名城和旅游度假胜地”发展目标的正确引领下，通

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庐山西海旅游发展的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

西海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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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西海管委会庐山西海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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