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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夷山：

为绿水青山贴上“价值标签”
我国入境游市场增长平稳

今年收入有望突破1300亿美元

2016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
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出，以保持良
好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探索构建
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和核算机
制。

2016年底，福建省武夷山市启
动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试点，历时两
年制定出一套体现山区特色的指标
体系和技术规范，算清了资源“家
底”，为绿水青山贴上“价值标签”。
如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
算结果已成为武夷山推进生态保护
的决策参考，更促使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绿色新动能不断激发。

科学核算资源“家底”

“固碳、负氧离子、生物能源……”
在“武夷山市GEP核算信息平台”上，
输入服务类型、生态系统、行政区划、
指标名称等“变量”，可立即显示武
夷山市特定区域、特定资源的“价
格”。

“世人皆知武夷好，但武夷山水
到底好在哪里，却没有科学量化的
指标。”武夷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
继文说，2016年12月，武夷山率先
开展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试点，制定
体现山区特色的指标体系和技术规
范，构建“一套数”“一张图”“一个系
统”，为绿水青山贴上“价值标签”。

该局规划法治股负责人梁益介
绍，GEP平台划分三级指标体系，
选定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等9个一
级指标，生物栖息地与基因库保护、
农林产品等18个二级指标，旅游人
数、负氧离子数等三级指标，重点核
算森林、湿地和农田生态系统三类
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累计收集数
据16万余条，基本实现了“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系统实物量的全方位、
全口径调查。

在科学核算基础上，武夷山摸
清了“绿色家底”。选择2010年与
2015年两个时间点，武夷山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分别为 1830.9 亿元、
2219.9亿元，2015年核算结果是武
夷山市同期GDP的16倍。

“GEP 是指一定区域在一定
时间内生态系统的最终产品和服
务价值的综合，是生态版的GDP，
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生态文明水
平。”王继文说，从中可以看出武
夷山市所蕴含的巨大生态潜能和
价值。

GEP核算结果助力生态保护

王继文告诉记者，GEP核算信息
平台通过数据集成整合、动态更新和
开放共享，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
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武夷山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昆虫
世界”“天然植物园”等美称，分析武夷
山市2015年GEP核算结果，生物多
样性价值相较2010年核算结果却减
少了12.5亿元。

“与武夷山市相关部门联动，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保护的重点领
域。”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
部负责人廖传平介绍，近两年，通过开
展封山育林、茶山复绿、商品林赎买、
建设生态茶园等手段，生物多样性保
护取得可喜成果。

中外动植物专家在武夷山国家
公园发现雨神角蟾、福建天麻等动植
物新种，红外监测拍摄到黄腹角雉、
勺鸡、黑熊、黑麂、苏门羚等国家一
级、二级和福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的影像……

根据GEP核算结果，武夷山市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如何保护
好这块“资源富矿”？武夷山市林业局
瞄准九曲溪上游等重点区位的商品

林，借势国家储备林精准提升项目，
投入3亿多元资金，共赎买9.7万亩
商品林，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

“保护生态要算大账、算长远账，
不能鼠目寸光，只盯着眼前利益。”武
夷山市林业局局长杨立忠表示。

武夷山当地人说，“种十亩田，
不如种一亩茶”。受高企的茶业利
润驱使，武夷山一些地方近年来出
现毁林种茶乱象。2018年以来，武
夷山林业局牵头开展茶山整治攻
坚，共拔除违规开垦茶山2.9万亩，
造林复绿面积达2.4万亩。

绿色新动能不断激发

初冬时节，武夷山市星村镇黄
村村的万亩茶山绿意依旧，高耸处
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浓雾。

“好茶离不开绿水青山，没有好
的生态就长不出高品质的茶叶。”黄
村村茗川世府生态茶叶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黄正华说，“武夷山试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不仅算清
了资源账，也算清了绿色发展的生
态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

2014年以来，黄村村累计拔除
违规开垦的茶山1400余亩，去年以

来，茗川世府合作社旗下的部分茶
山又试行“减肥减药、转施有机肥、
套用绿肥”，虽然茶叶亩产同比下降
约20%，但茶叶质量显著提升，品
牌叫得更响、销路变得更宽，上千户
茶农直接受益。

2015年GEP核算结果显示，
武夷山森林覆盖率超过80%、生物
多样性价值900余亿元、文化旅游
服务价值730余亿元……借力南平
市“生态银行”“武夷品牌”等创新机
制，武夷山市绿色发展新动能不断
激发。

以当地最具特色的茶旅产业为
例，今年1至10月，武夷山接待旅
游总人数逾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
237亿余元，同比增长19.4%；2018
年干毛茶总产量2.1万吨，其中武
夷岩茶产量1.96万吨，产业总产值
21亿余元。

“下一步，武夷山还将继续探索
核算结果在绿色发展绩效考核、党
政干部绩效考核、离任审计等方面
的应用，探索如何健全环境治理体
系和环保机制，走出一条生态绿色
发展之路。”武夷山市有关负责人
说。

新华社福州11月28日电

游客在武夷山九曲溪漂流。 新华社发

初冬清晨，“挂”在山间的篁岭
古村在雾气升腾中醒来。44岁的
乡村摄影师曹加祥穿着摄影背心，
挎着相机走在村头巷尾，看到喜欢
的砖雕、木雕、石雕就停下脚步，按
下快门。“这些精致的老工艺，让人
看了心旷神怡。”他说。

在江西省东北角，作为古徽州
“一府六县”之一的婺源县，有
4000余栋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徽
州古建。近年来，婺源将保护古村
落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全县36
万人口中70%以上在从事与旅游
相关的产业。

短短几年，山乡巨变。同一个
村落，同一群村民，生活方式悄然
改变。

乡村摄影师：
用镜头记录家乡变迁

“这是我在篁岭的摄影工作
室，这里有我的很多珍藏嘞。”曹加
祥笑着说。

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简陋而
温馨，墙角的架子上摆放着他多
年来用旧的相机和新入手的无人
机。两面墙上密密麻麻挂着400
余张他拍摄的照片，山村从贫穷
衰败到欣欣向荣的变化被生动记
录。

时光仿佛在屋里停滞，岁月似
乎就沉淀在斑驳的两面墙上。

这里是有近600年历史的婺
源县江湾镇篁岭古村，处处是依山
而建、错落有致的传统徽派建筑，
一律灰墙黛瓦，水墨青砖。天气渐
冷，但游人如织，生机盎然。

曾几何时，篁岭地质灾害频发，
缺水缺电、房屋失修、经济凋敝。“篁
岭村和附近的村落有很多徽派建筑，
但我们守着‘金饭碗’，过着苦日子。”
曹加祥说。

1993年，曹加祥购买了第一
台相机。在那个拍照需要胶卷的
年代，曹加祥每次回乡拍照，都会
洗出几张带去务工的地方。

2009年，婺源县乡村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和当地政府协商，通过
古村产权收购、搬迁安置等形式，

在山下建了新村，同时对古村进行保
护性开发。2013年，景区开始试营
业，一年后篁岭一跃成为“网红”旅游
目的地。

“20多年来，我在照片中看到了
家乡的变化。”曹加祥说。

2012年，曹加祥结束在浙江的打
工生活，回到江湾镇，成为篁岭景区的
工作人员，业余时间当起了乡村摄影
师。“我用镜头记录家乡变迁，很有意
义。”他说。

乡村“模特”：
幸福再现传统生活

时下，篁岭仍沉浸在“晒秋”的喜
悦中。

58岁的曹细香，裹着头巾、系着
围裙，将盛满柿子、辣椒的晒匾摆到木
架上。游客们围在四周，举着手机拍
下丰收图景。

“晒秋，是我们山里人特殊的生活
方式。”曹细香说，山里种的，地里长的，
树上摘的，赶上什么就晒什么。

只是如今不为生计，而是让山
村多一番景致。

从篁岭古村搬下山的村民中有
近200人被景区返聘，从事和旅游
相关的工作。像曹细香这样的妇女
每天向游客展示当年的生活场景，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晒秋
大妈”。

“以前山上缺水少电，上山下山
要走很长的山路。如今老家成了景
区，我们成了‘上班族’，还有工资
领。”曹细香说，“游客都说我们是幸
福的‘模特’嘞。”

在距篁岭70公里的察关村，村
民詹有社牵着牛走过老樟树下的拱
桥。如今，养牛对他而言不是为了
耕地，而是“表演”。

在桥头不远处，72岁的台北摄
影学会理事周李隆德带着14名摄
影爱好者，正在拍摄詹有社牵牛的
画面。

“过去的15年里，我每年至少来
两次婺源。这里保留了古村的原汁

原味，是我们最想寻找的‘味道’。”周
李隆德说。

曾经的农活，现在的“绝活”，淳
朴的村民成了诗意乡村的别样“模
特”。

民宿店主：
乡村振兴让景美人更美

山脚下，移民搬迁的篁岭新村，
一栋栋乡间小楼鳞次栉比、干净整
洁，民宿、商铺等开了近百家。

以旅带农，村民富了起来。
“2014年景区接待游客12万人次，
到2019年，仅‘十一’黄金周就接待
了12万人次，全年游客量预计突破
140万人次。”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向阳说。

“村里发展好了，游客多了，我
也不想在外漂泊了，2014年就回乡
经营起民宿。”45岁的村民曹松钦
说，通过提升服务品质，线上线下发
力，今年纯收入预计突破20万元。

据婺源县统计，篁岭村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旅游开发前的3500元，
提升为2018年的4.5万元。

以农促旅，实现共同发展。在
景区门口，一些民宿店主排着长队
招揽游客，秩序井然。

“排队揽客是村民自己想出来
的主意，不争吵，乡风更文明。”当地
村干部俞日民说，篁岭新村的污水
处理项目快完工了，环境更好了，景
区游客也会越来越多。

从景区运营以来，篁岭在外务
工的村民陆续回乡创业。“目前，篁
岭新村近800人中，在外打工的人
不超过20人。”曹松钦说，“向心力
增强了，村里景美人更美。”

午后，一群游客从民宿中走出，
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坐着缆车上了
篁岭古村。来自浙江的大学生朱婷
婷架起画板，坐在古村的墙脚下写
生。

画毕，她在画纸右上角写下“山
村如画”四个字，过了一会儿，又加
上了几个字。

“现在的山村比画还美，应该是
‘画如山村’。”朱婷婷说。

新华社南昌12月1日电

乡村摄影师、乡村“模特”、民宿店主
——乡村旅游推动婺源农民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

游客在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写生。 新华社发

记者近日从中国旅游研究院（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获悉，我国入境
游市场保持稳步增长，2018年共接待
入境游客1.41亿人次，实现收入1271
亿美元，同比上涨3%；2019年入境游
收入有望突破1300亿美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27日在京发布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2019》，显示
亚洲地区是我国最主要入境客源市
场，占比60%；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占
比分别为20%和10%左右。缅甸、越
南、韩国、日本、美国为前五大来华客
源国。

报告指出，入境游客满意度和忠
诚度较高，认为来华旅游物有所值。
对入境游客的问卷调查显示，入境游
客普遍认为来华旅游价格合理，性价
比较高，过去两年来过中国的外国游
客中有42%表示未来一年将再次来
华旅游。

报告指出，文旅融合发展正为入
境游发展提供新动力。文旅融合能直

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
务品质，增加文化特色和异域风情，
更好满足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
需求。

报告统计显示，近年来，入境游
散客化趋势更加明显。2010年以
来，旅行社接待入境游客占入境旅
游市场比重持续下降，已降至不足
15%。

报告建议，在全球旅游市场业
态创新和游客偏好调整的大背景
下，中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客源竞争，
应科学选择重点客源市场，基于游
客需求确定目的地营销及管理的方
向和内容。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应重视城市在国家入境游体系
中的支撑作用，继续放宽外国游客
来华政策、落实购物退税政策、便利
出入境证件使用，推动中国入境游
市场进一步繁荣发展。

（据新华社）

世界旅游联盟与南开大学旅游与服
务学院日前在京发布《大河文明旅游报
告》，指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河流流域旅
游正加速发展，促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
互动，受到国内外游客广泛欢迎。

据悉，该报告基于大量国内外河
流流域调研资料，包括亚马孙河、黄
河、长江等流域文旅产业的起源与发
展，分析河流流域旅游市场需求、开发
效益，探究国内河流流域旅游在非遗
保护、文化传承传播和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方面的对策建议。

据介绍，该报告总结归纳出以河
流历史文化、水利工程、河岸景观、沿
岸文化民俗等为核心吸引力的文旅融
合发展模式，强调环境开发应和生态

保护并行。
报告认为，国内外游客对文旅

产品的消费偏好逐步升级，异域民
俗文化体验、温泉疗养等深度体验
型产品走俏，深度体验游是河流流
域旅游未来发展方向。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
局局长谢金英表示，中国是全球出
境旅游消费最大国、入境旅游第四
大目的地，庞大的出境游人数和消
费为世界旅游业发展带来巨大红
利。此次推动大河流域国际旅游，
将促进世界各国在文化和旅游领域
多形式、多层次合作，增进各国文化
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旅游融合发
展。 （据新华社）

文旅融合促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动

深度体验型河流旅游受欢迎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一支跨
国洞穴探险队在广西东兰县连续探险
7 天后，发现两个大型天坑和十几个
相对较小的溶洞。

东兰县是喀斯特地貌区，红水河
流经此地，两岸植被茂密，人迹罕至。
探险队先后进入多个洞穴，经实地测

算，确认“小弄坤 2 号天坑”深度超
过 300 米，底部宽约 250 米，长 120
米，属于世界排名前 50 的大型天
坑。此外，“弄丘天坑”深295米，宽
约50米，长100米，同样属于大型天
坑。

新华社发

广西东兰发现大型天坑

新华社天津12月2日电 为了进
一步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满足
大众多元化出游需求，天津市文化和
旅游局近日对外发布十大主题40条
旅游精品线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
供出游参考。

据了解，本次线路设计深入挖掘
展示天津文化和旅游资源，推出文化
博览游、名人故居游、亲水休闲游、山
野名胜游、津夜荟萃游、红色记忆游、
津城工业游、网红打卡游、冬趣风情
游、京津冀主题游十大主题，共计40
条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天津全市知
名旅游景区、文博院馆、人气夜市与城

市时尚打卡地。
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在此建有
住宅或短暂居住。以此次推出的名
人故居主题游为例，该主题共包含
两条线路，穿行庆王府、觉悟社纪念
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梁启超纪念
馆、曹禺故居纪念馆、尔宝瑞蜡像
馆、意大利风情旅游区、五大道博物
馆等,广大游客既可以探访这些名
人故居，感受曾经的气息，聆听宅院
中那一段段历史，也可以逛夜市、看
灯光秀、游海河、品美食，体验五彩
缤纷的“天津夜生活”。

天津发布40条旅游精品线路

如画西溪河

入冬以来，贵州省毕节市境内的西溪河两岸层林尽染，河水从高山峡谷
间穿过，景色壮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