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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Xitai Mountain tourism resources in Ruyang County,
Luoyang City, this paper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ity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Xitai
Mountai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ountain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defined.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uts forth overall
ment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Xitai Mountain, Ruy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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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洛阳市汝阳县西泰山旅游资源的分析与评价，明确了西泰山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个性。通过对西泰
山旅游开发条件的分析，明确了西泰山旅游开发的优势与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汝阳县西泰山旅游
开发的总体思路。

关键词
西泰山，旅游资源，开发

1. 引言
西泰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西南部的付店镇境内，地处汝阳、嵩县、鲁山县三县结合部，南北
约 10 千米，东西宽 15 千米，总面积约 130 平方千米。该区北距汝阳县城 60 千米，距洛阳 125 千米。临
木公路(省道 47)贯穿南北，国道 311 在其南部经过。
从大区域来看，在洛阳旅游地域系统中，该区位于古文化旅游向生态旅游过渡地带的洛南旅游区的
南沿；在北京大学编制的《伏牛山旅游开发规划》中，该区位于伏牛山门户旅游圈层中的伊河–汝河旅
游区、汝阳旅游线上；在全省“一带四区”旅游总格局中，该区是由洛阳、郑州等沿黄古文化旅游带进
入伏牛山生态旅游大区的重要入口之一，是伏牛山旅游区的北大门，同时又离嵩山旅游区距离较近，因
而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2. 西泰山旅游资源分析评价
2.1. 生态环境原始、自然景观奇特
西泰山旅游区位于多个行政区交界处，山高林密、人口稀少，人为作用较弱，除了少量的耕地以外，
基本上处于较原始自然山野状态。最可贵的是这一带集中了许多优美奇特的自然景观，如千米以上的诸
多峰峦绝景，有奇特传神的象形山石，有神奇的洞谷，有山野自然的杜鹃花海，杜鹃、黄栌、白栎、青
松漫山遍野，獐子、羚羊、草鹿、锦鸡不时出没。

2.2. 人文景观贫乏、有待充实完善
西泰山旅游区人的作用不明显，人文资源也就相对贫乏。尚没有发现保存完整、历史价值、观赏价
值较大的人文景点。但可以通过增加生物生态知识、编撰传说故事、提高旅游设施建设品位、增加购物
和饮食品种、举办节庆庙会文艺活动等途径，来提高旅游区的文化含量。

2.3. 景点相对集中，成片沿线分布
该旅游区内旅游景点密度高，大多分布在省道临木公路两侧的群山峡谷之中，最远景区距离 5 千米。
空间组合较好，各大景区都有各自独具特色的精品景观，各景区的景点也基本沿沟谷、沿山岭、沿山路
呈串珠状分布。这对开发十分有利。如炎黄峰景区就集中了翡翠坡、天然碑林、多个山洞、多个天然观
景台、小炎黄峰、炎黄峰、杜鹃花海、红枫坡、百步青藤、洞天飞瀑、仙人浴、仙人桥、千年媒柳、水
晶洞等许多精彩景点。石龙沟则奇石密布、洞连洞，景致相当独特。情侣峰则串联起了杜鹃岭、杜鹃山、
礼炮石、一线牵、白松岭、石庙等多处景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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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泰山旅游开发的优势与机遇
3.1. 开发优势
3.1.1. 资源优势
原始的自然山水生态适宜于休闲度假和观光，充满魅力的杜鹃花品牌确立了汝阳县在伏牛山大旅游
区中的鲜明特色和地位
该旅游区旅游资源最大的优势在于两点，一是原始的自然生态、山水风光迎合了当前人们“上山下
乡”、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潮流，为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的人们开辟了新天地；二是杜鹃花节和
杜鹃花品牌听之诱人，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在整个伏牛山区杜鹃花分布很广，但汝阳县每年举办汝阳杜
鹃花节，在伏牛山大旅游区内首先抢占了杜鹃花品牌，汝阳杜鹃花节与洛阳的牡丹花节时间相衔接，不
仅有利于吸引客源，还充分展示了伏牛山大旅游区杜鹃花海的特色和优势，杜鹃花有望成为河南省与洛
阳牡丹、开封菊花相媲美的新的旅游品牌。同时也在旅游市场上树立了汝阳鲜明的旅游形象和特色。
3.1.2. 区位交通优势
西泰山位居河南省伏牛山北大门，交通改善也给旅游区发展带来机遇
该旅游区北距汝阳县城 60 千米，洛阳 125 千米，东北距省城郑州市 210 千米，东南到平顶山市 176
千米，南到南阳市 196 千米。西距栾川鸡冠洞 76 千米，嵩县白云山森林公园 45 千米，南距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石人山 22 千米。省道临木公路贯穿旅游区南北。
临木公路不仅是洛阳、郑州方向通往伏牛山区的重要通道，而且向南数千米就与伏牛山区的东西向
交通要道——311 国道相接，因此，该旅游区成为由洛阳、郑州沿黄古文化旅游带进入伏牛山生态旅游大
区的重要入口。加之这里离洛阳龙门、嵩山旅游区、嵩县白云山、栾川鸡冠洞、鲁山石人山等知名景区
距离都较近，这些景区每年的接待规模有近千万之多，西泰山经过宣传促销，完全有可能把一部分游客
吸引过来。尤其是西泰山离洛阳 100 多千米，洛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龙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牡丹作为甲天下的花品牌，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来洛阳旅游观光，特别是杜鹃花节恰与牡丹花会
相衔接，游客完全有条件看完牡丹赏杜鹃。从交通上看，相对于伏牛山其它旅游区进出较为便捷。临木
公路已改建成二级公路，再加上与洛界高速的联通，交通十分便利，旅游区通达性良好，郑州到该旅游
区不足 3 小时。这给旅游区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2]。
3.1.3. 后发优势
新景区的新鲜感、老景区的成败经验、新旅游动向的跟踪更易使之后来居上
从一定意义上说，旅游是一个求新求异的过程，因而旅游市场和旅游产品都处在不断变化、不断更
新之中。伏牛山地区，嵩县白云山、栾川鸡冠洞、鲁山石人山等一批景区开发已有多年的历史，对许多
游客来说，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而汝阳西泰山开发相对较晚，杜鹃花海、生态乐园等鲜明的旅游形象一
出现，就给潜在旅游者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新鲜感受，因而市场促销更容易见效。另一方面，对其它
景区成败经验的总结吸收，日趋成熟稳定的旅游市场，使新开发景区更容易避免波折，也更容易采用当
前最新旅游技术，跟踪最新市场动向，贴近最新旅游需求，因此，容易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

3.2. 开发机遇
3.2.1. 旅游市场持续高涨、山地度假、生态旅游成为主流的机遇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旅游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实行双休日、“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制度以来，国内居民的假日旅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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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火爆。出现了“深山老林不让名胜古迹，茅屋农舍挑战亭台楼阁”的局面。这种史无前例的旅游热潮
和发展势头，给各地旅游开发带来了市场机遇。根据业内人士对近几年国内旅游市场的考察，回归自然、
重返绿色的山水生态游已成主流，城市居民的郊区度假已成时尚，国内度假旅游也正出现由远程海滨向
近地山区转移的趋势，这恰与西泰山发展山区度假、生态旅游的方向相一致，从而显示出西泰山旅游良
好的发展前景。
3.2.2. 汝阳县经济结构调整、实施旅游带动战略的机遇
汝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长期处于较落后状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形势的变化，县域
经济要有新的突破，必须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兴办新兴第三产业，尽快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从国家、
河南省、洛阳市来看，发展旅游业都已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旅游业已经成为许多贫困山区社
会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支柱。因此，近两年，县委、县政府对旅游工作非常重视，决定实施旅游带动战略，
把旅游业做为第三产业的龙头重点开发，并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成立了旅游业发展
领导小组和假日旅游指挥中心。县领导多次到实地考察和检查工作，还采取了其它一系列促进旅游业发
展的政策和措施。在此氛围下，汝阳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都对旅游发展投以高度的热情。

4. 西泰山旅游开发的总体思路
4.1. 明确定位和发展目标
西泰山旅游开发要以伏牛山旅游开发为背景，按照“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大发展”的战略思
想，凭借地处“伏牛山北大门”的区位优势，以丰富的自然山水生态景观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产
品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以汝阳“杜鹃花节”为突破口，以“生态旅游”为主题，以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为基本原则，对旅游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分期建设、滚动发展，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和景区
建设，使旅游区发展成为洛阳市及伏牛山地区以休闲度假旅游、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为主要功能的 5A
级知名景区。使汝阳杜鹃成为河南省与洛阳牡丹、开封菊花齐名的旅游品牌，以此促进旅游业发展成为
汝阳县第三产业的龙头，实现全县旅游带动经济、旅游扶贫富民、旅游促进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终极
目标。

4.2. 市场导向、借势开发、突出特色
汝阳西泰山旅游开发，一定要依托旅游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借势开发。一是借“洛阳牡丹”的势，
提出“洛阳看牡丹，汝阳赏杜鹃”的响亮口号。洛阳牡丹花会是在每年的四月份举行，而汝阳的杜鹃花
开是每年的五月份，完全可以把洛阳的游人吸引到汝阳赏杜鹃。二是要借“泰山”之势，提出“东泰山
观日出，西泰山看日落”。三是要借“伏牛山”之势，伏牛山区域有许多旅游景区已经开发，具有一定
的客源基础，汝阳西泰山要利用地处伏牛山北大门的优势，吸引到伏牛山旅游的游客到此停留，一览汝
阳风光。
特色是旅游发展生命之所在，品牌是市场认知度的浓缩。强化特色、树立品牌是提高市场知名度、
实现市场扩展的有效手段。西泰山的旅游开发应在洛阳市、伏牛山、河南省等各个层面上找到自己的优
势和特色，塑造自己鲜明的品牌和形象，即杜鹃花品牌，才能获得市场份额的较快增长和持久的旅游生
命力。

4.3.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汝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西泰山是一片相对落后闭塞的贫困山区，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环境下
发展旅游，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的权威和号召能力，政府的宣传和推介能力，政府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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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和财力，是任何市场主体都无法比拟的。政府在旅游开发初期起主导作用，将给旅游区一个巨大的
启动力量，使之快速发展起来。但是，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为旅游发展创造
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改善重大基础设施、进行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宣传推介。之外，政府必须加大对
市场主体的培育，把大量的旅游建设项目放到市场上去运作，让追求经济效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企业、投资者去进行，旅游业发展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4.4. 突出重点、滚动发展、综合开发、产业协调
西泰山旅游区面积大，资源多，资源的品位和开发价值也有较大差别，旅游知名度目前还很低，因
此，全面开发不仅需要很大的投资，也容易造成有些项目因游客不足而入不敷出。旅游区建设的重点是
对炎黄峰景区、情侣峰景区、石龙沟景区和会仙峰景区进行重点提升和完善建设，先在市场上形成一定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扩展开发外围景区景点，实现滚动发展。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服务产业，也是一个产业关联性、带动性很强的产业，同时也是受社会经济方
方面面制约最大的一个行业。开发旅游，不仅仅是进行景区景点建设，还要提供多方面的旅游服务，包
括旅游商品开发生产和销售、旅游餐饮、住宿、娱乐、交通、导游服务等。开发旅游，也不仅仅是旅游
硬件的建设，还要加强所在旅游村镇的管理和建设，还要进行旅游软环境的开发和建设，包括旅游区居
民和干部的教育、旅游服务人员的教育与培训等。坚持综合开发、产业协调原则，既是旅游业发展的要
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要求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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