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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in Dalia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t mainly analyses the measures of rationally utilizing regional resources
to activate tourism in Jinzhou District of Dalian City. In recent years, private capital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policy encourages the
tourism enterprises in Jinzhou District to get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of tourism economy in Dalian. However, a large part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still not fully utilized, resulting in waste of resources. Under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encouraging tourism development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Liaoni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ivate capital development in Jinzhou District of Dalian,
this paper makes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the use of private capital to activate tourism industry in
Jinzhou District of Dalia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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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大连市民间资本现状与旅游业开发对策进行探讨，主要分析大连市金州区合理利用地区资源活
化旅游业的措施。近年来，民间资本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政策鼓励下金州区旅游企业得
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带动大连市旅游经济的繁荣。但是旅游资源仍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充分利用起
来，造成资源的浪费。在国家和辽宁省政府出台鼓励旅游业发展的大方向下，根据大连金州区地区资源
和民间资本的发展现状，对大连金州区旅游企业利用民间资本活化旅游产业进行可行性分析，并且提出
相应的对策，进而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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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下，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了大量的民间资本。
2010 年，国务院发布通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旅游业欣欣向荣，
部分民间资本看准时机纷纷投资旅游产业，投资比重逐年增加，企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同时也为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2012 年 6 月，国家旅游局办发[2012] 280 号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
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意见”表明，旅游业将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提高民
营企业竞争力，通过加强民间投资对接服务，实施有效的管理规定，为民营旅游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于辽宁省而言，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1]。辽宁
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大批小微企业应运而生，推动辽宁经济振兴和发展的同时，也为社
会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但近年来，东北经济并不景气，增速逐年下滑，新一轮振兴发展迫在眉睫。民
间资本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空间，利用地区资源活化民间资本、带动旅游经济成长，进而促进整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2. 大连市金州区民间资本现状与旅游资源发展前景
2.1. 民间资本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营造一视同仁的市场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随着政策措施的落实，民间投资增速呈现回升态势，2016 年至 2018 年 7 月，全年民间投资增长从
3.2%上升至 8.8%。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积累，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主要表现为四
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市场化；二是绝大部分领域已对民间投资开放；三是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不断丰富；四是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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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和辽宁省政府引导的大方向下，辽宁省民间资本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早在 2005 年国务院出
台的《关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中便明确指出“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金融服
务业”，在 2010 年 5 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指出“允许民间
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国家政策的不断推行引导着民间资本的逐步发展。辽宁省发改委增设了投融资协
调处，由开发银行等帮助设计合理的投融资方案，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这一方案的提
出为民间资本在辽宁经济中的发展指引了方向，提供了进一步的鼓励与支持。

2.2. 民间资本发展存在问题
民间投资持续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难题。当前，制约民间投资增长的问题和挑战不少，一是
体制机制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部分领域对民间投资进入仍存在隐性门槛，譬如融资难、融资贵、
成本高、负担重等问题。二是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民间借贷为民间资本的间接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
而民间借贷却长期处于无序管理的状态。这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的社会及经济稳定。三
是民间资本融资受到严重约束。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依靠发行股票进行融资的主体有严格的资本要求，
而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由于资本规模尚未达到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的要求，因而中小企业目前只能主要依
靠金融机构贷款来融资。全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对壮大壮强民营企业形成了巨大的障碍，从而阻碍
着民间资本的进一步发展[2]。

2.3. 大连金州区旅游业前景
金州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拥有着山海、园区(国家级农业旅游
示范园区)、宗教旅游和红色旅游等多种旅游资源，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州区就已经开始对所属范围
内的满家滩、碧海山庄等一些项目进行投资开发。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 全年金州新区区域内共接待
中外游客达 1600 万人次，增长 11%，实现综合消费 190 亿元，增长 13%。金普新区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园区基础建设扎实推进，大规模的建设给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今金州区
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温泉资源、生态资源可供进行旅游开发，有望成为环渤海地区和辽宁内陆主要的
海滨休闲目的地[3]。

3. 大连金州区利用资源活化民间资本的可行性分析
3.1. 大连市金州区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
金州区位于辽东半岛南部，东临黄海，西接渤海，南接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
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和大连保税区。北与普兰店市及普兰店湾新区相接。金州处在两海之间，海岸辽阔
曲折、港湾座座相连、滩涂一望无际、岩礁分布密集，海岸线总长 161.23 公里，全区面积 1181.6 平方公
里。
金州区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其中金州区旅游资源尤其丰
富，有景色秀丽的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还有中国近代历史遗迹。

3.2. 旅游业发展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在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大连市金州区作为大连市外围的区域，经济条
件及旅游资源并不及大连市内丰富多样，依托黄金海岸 5A 级风景区，试想将旅游资源合理转化为产业
优势，从而广泛牵动餐饮、娱乐、交通、工业、农业、林业、建筑、商贸等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就业机会、调整产业结构、扩大需求、促进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提
升城市形象、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质量等方面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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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大金州区的开发程度，实现长期的双重发展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形成区域特色产业、提升区域形象品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那么如
何充分挖掘金州区旅游业的内在优势？要知道金州区开发的程度远远不够，许多的旅游场所在个性方面
已失去创意，无法与时俱进；在服务和安全方面也有所欠缺。近年来的游玩人数呈下降趋势。发挥地区
优势，还是需要加大融资，进行改革与发展。
民间资本近年来大多集中在见效快、投资少的竞争性行业，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显著。因此可以
利用其地区资源优势来活化民间资本。加大投资，改善服务、保障安全等一系列措施，使其达到更加人
性化的效果。其次，开发土地，增添一些新的旅游场所，注重创新创意。合理利用地区资源来活化民间
资本，既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又能促进民间资本的发展，实现了长期的双重发展。

3.4. 国家政策的支持，经济市场的调节
一方面民间资本自身存在问题：第一，影响市场经济稳定性。1978 年之前，我国民间资本发展举步
维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民间资本投资更多的是私营企业或以个人方式进入
各个盈利领域，由于鼓励措施不到位又缺乏相应的监管制度，使得民间资本运作更具盲目投机性质，低
投资高收益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效益忽视市场自发调节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
第二，民间资本闲散的问题。民间资本从简单的资本积累转变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后，必然会涌现大
量的闲散资本，如何引导闲散资本投资，是一大难题。另一方面如何利用地区资源给民间资本注入新动
力，这不光需要地区资源的吸引，还需要大环境下的引导，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

4. 推动旅游企业合理利用民间资本的对策
4.1. 政府放宽制度，鼓励发展民间资本
我国曾出台过一系列有关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机制不够健全，配套措
施跟不上，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理想效果。而新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投资提供了新的渠道，利用民间资
本活化地区资源需要政策的引导、法律规范的完善、良好的投资环境等因素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提供高效的融资平台与环境。一方面，政府利用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为民间资
本打开市场，引导各类资金流向地区旅游企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企业。同时，相关部门提供相应
的金融服务平台，配合政策落实。金融部门需充分利用国家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四板
市场等不同股权融资渠道，对达到国家上市门槛要求的旅游企业加大辅导力度。对于上市条件不完善的
旅游企业，加紧旅游企业债券的发行、退出机制和风险控制的研究，继续扩大旅游企业债券发行范围和
规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利用有利资源为旅游企业融资提供新的渠道。

4.2.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
1) 科技联合进行技术创新，打造独立旅游品牌
当今是科技时代，科技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方面新技术的开发，为新业态、新产品的推进与应用
建立基础。另一方面为积极响应“智慧旅游”、“绿色旅游”，将现代科技成果结合网络信息化，旅游
企业也能够充分展现新能源、新材料、节能减排等现代科技成果。同时，合理利用民间资本，打造民营
企业自主品牌，这样既可以增强旅游企业的知名度，又可以鼓励民营企业依托品牌效应建立商誉，扩张
无形资产、改善资本结构。这样促进了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4]。
2) 开发各类旅游产品，全面开展旅游购物、餐饮娱乐等服务领域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旅游计划，因此旅游业可以开发各类旅游产品，如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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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森林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商务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医疗健康旅游、农家乐旅游
等旅游产品。如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提供当地特产以及当地民俗表演等。旅游不只是欣赏美景，更要有
当地风俗的体验。为不同行业的人群设计不同的旅游产品，是以后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再有要加大对贫
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区域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既实现了民间资本的合理利用，也实现了对贫
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利用。同时，在旅游业中，服务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全面开放旅游
购物、餐饮娱乐等服务领域，从而打造不一样的“旅游盛宴”。
3) 投资旅游基础设施
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利用私人资本投资建设旅游道路、停车场、旅游中心、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基础
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
最后，因为民资主体具有分散化的特点，所以应处理好分别经营与统筹管理的关系。民间资本涉及
各个领域，需遵守政府统一的政策领导。要高标准，不能搞“豆腐渣”工程，要真正用标准化要求去搞
建设。要平衡好经济与资源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系统，不能过度开发资源。坚持有
序开发，联合开发，处理好分散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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