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Journal of Forestry 林业世界, 2019, 8(3), 86-9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19.83012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Recreation in Henan Province on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Research on Forest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Recreation Teaching
Juan Wang, Xiaohu Jia*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June 23rd, 2019; accepted: July 8th, 2019; published: July 15th, 2019

Abstract
Under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nature,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means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quality and buil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ere people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s improving; leisure time is much more than before under the 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Forest recre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ouring, sightseeing, leisure, entertainment, health convalescence and so on. Therefore, forest recreation activity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to relax, release pressure and return to nature. Meanwhile, forest recre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fulfill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requirements of advocating nature, yearning and returning to nature better, this
paper analyzed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forest recreation in Henan province. Furthermore,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of forest recre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Keywords
Forest, Recreation,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Development

“绿水青山”的河南省森林游憩发展研究
——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教学思考
王

娟，贾小虎*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 郑州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娟, 贾小虎. “绿水青山”的河南省森林游憩发展研究[J]. 林业世界, 2019, 8(3): 86-91.
DOI: 10.12677/wjf.2019.83012

王娟，贾小虎

收稿日期：2019年6月23日；录用日期：2019年7月8日；发布日期：2019年7月15日

摘

要

在尊重、保护自然的前提下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质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就是既要
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百姓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闲暇时间逐渐增加。
以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疗养保健等为特色的森林游憩活动成为人们放松身心、释放压力、回归自然的
重要方式，森林游憩业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崇尚自然、
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需求，本文分析了河南省森林游憩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河南森林游憩业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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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林学专业主干课程——《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是一门具有较强理论性、适用性的学科，涉及学科
基础包括森林资源、森林经营、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学、森林病虫害防治，以及森林游憩审美、森林
游憩产业、森林游憩市场营销等[1]。该课程的设立是为满足森林游憩活动需求的增加和森林资源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森林资源保护、旅游管理、生态学等专业知识储备的人才。
森林游憩业是一项“无烟工业”，也是一项“朝阳产业”，更是一项“绿色事业”，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1] [2]。森林游憩的实质是在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前提下，为游憩者提供高质量的森林游憩环境，
同时增强社会和经济的未来发展能力[1]。森林游憩可实现人们回归大自然的意愿，满足人们观光游览、
修养身心、保健疗养等不同方面的需求，是把生态环境优势变为生态农业、工业、旅游业等经济优势的
产业，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途经[3] [4] [5] [6]。森林游憩不仅可以提高游憩地居民的
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游览娱乐业和游憩用品销售等行
业，提高森林游憩容量和森林游憩产品质量，为游憩者提供高质量的游憩经历和体验，同时树立起保护
未来森林游憩开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观念[1]。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优先发
展以休闲旅游、疗养健身、林下经济等产业为主的森林游憩，利于形成既有“绿水青山”机制，又有“金
山银山”实现机制的“双赢”局面[1] [2] [7] [8] [9]。

2. 河南森林游憩发展概况
2.1. 森林游憩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
河南省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位于黄河中下游，气候温和，交通便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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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类型多样，森林植被丰富，具备森林游憩业发展的独特优势[10] [11]。2017 年，河南省森林旅游投资
超过 20 亿元，改造了 13000 公顷风景林，修建了 3000 多公里旅游道路[10]。1986 年河南省第一个国家
森林公园——嵩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10] [11]。30 多年来，陆续建成 100 多个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20
多个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和 40 多个国家和省级湿地公园，经营面积超过 200 万亩[11]。目前，宝天曼
自然保护区、嵩山、白云山等森林公园对游憩者吸引力较大，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洛阳牡丹园、鸡公
山等景区知名度较高[10] [11] [12]。森林游憩资源开发基本涵盖了地质地貌等自然景观和建筑、遗迹等人
文景观资源，初步形成相配套的“食、住、行、游、娱、购”游憩服务体系，成为全省规模最大、最为
集中的自然景观资源游憩目的地[10] [11] [12] [13]。

2.2. 森林游憩行业管理不断加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正式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加速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14] [15]
[16] [17] [18]。河南省委、省政府也下发了“2018~2027 年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以未来十年建成森
林河南为基本目标，做好增绿量、增容量、增效益，从生产建设向生态建设转型和从林木经营向森林经
营转型；开展大规模绿化行动，增加森林覆盖率；坚决纠正单方面重视林业生产和林业经济的经营思想，
重点关注林业生态建设，把林业生态作为重要资源，获取生态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形成政府主导，林
业部门管理为主，有关部门、单位、集体、个人共同参与建设经营的森林游憩建设管理体系，不断加强
森林游憩业管理[13]。

2.3. 森林游憩经营机制不断创新
近年来，河南省在森林游憩业的发展上走出了边建设边开放的新路子，将基础建设、育苗与造林同
步进行，通过新模式、新途径发展森林游憩[10] [11] [12]。甘山国家森林公园以承包方式经营，神灵寨国
家森林公园以职工集资、承包建设发展，云台山、鸡公山等森林公园以统一经营、比例分成模式发展，
确山县国有乐山林场与民营企业合作经营等[10] [11]。森林公园建设、森林游憩发展改变了以木材生产为
主的传统林业经营利用模式，重点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高附加值产业，降低了森林游憩资源的消
耗，实现了从林木经营向森林经营、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变，促进了绿化造林，加强
了资源保护，提高了森林游憩资源综合效益[19]-[24]。此外，各森林游憩经营单位在拓宽投资渠道、提高
经营水平和效益、创新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做出许多尝试，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林业发展，同时增加社会
就业、发展地方经济，满足人们对森林游憩活动的需求，将森林游憩业变成林业建设成就、森林生态文
化宣传的窗口[25] [26] [27]。

3. 河南省森林游憩发展存在问题
仅有 100 多年发展史的森林游憩业是新兴朝阳产业[1] [3] [25]。森林游憩业的迅速发展是人们崇尚自
然，回归自然，重视环境保护，追求健康体魄的结果[26] [27]。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人民的生活水平
越好，森林游憩业就越发达，国民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就越高[19] [20] [21]。然而，盲目开发、经营不
善、管理混乱、森林植被被破坏等问题在森林游憩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但严重影
响森林游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打击了森林游憩业的发展势头，减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更违背
了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原则[9] [14] [16]。

3.1. 森林游憩政策法规不健全
具有森林游憩价值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等区域是开展森林游憩活动的主要区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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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游憩业相关法律可保障森林游憩业市场协调发展[28] [29]。我国森林游憩相关内容在《自然保护区管理
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和《森林法》等林业法规中均未涉及，没有形成森林游憩业健全的政策
体系，使森林游憩业管理混乱、无法可依[10] [11] [28] [29] [30]。因此，尽快出台森林游憩管理办法、管
理制度、服务质量标准等行业法规，规范游憩市场，约束从业人员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是保证森
林游憩业健康发展的基础[30] [31]。

3.2. 森林游憩管理体制问题突出
森林游憩活动涉及多个学科、部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3] [25]。建立专业协调机构可结束各自
为政的管理体制，有效防止森林游憩产业摩擦和侵权，理顺游憩资源开发权属关系，避免游憩资源盲目、
重复开发[1] [10] [11]。但目前，以国有林场、风景名胜区、文物、宗教单位等为主的林区地域上存在交
叠现象，使森林游憩业与相关行业间协调困难，无法拓宽森林游憩的经营路子，整体优势得不到充分发
挥[3] [10] [11]。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置林业法规政策于不顾，破坏森林植被，任意占用国有森林
资源，干涉森林游憩经营，严重阻碍了森林游憩业的健康发展[10] [11]。

3.3. 森林游憩建设步伐缓慢
多数森林公园以国有林场为基础进行建设，因政策和管理体制等因素阻碍，国有林场长期处于经济
危困状态，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导致森林游憩前期开发投入较大[3] [32]。多数地方政府和行业主
管部门对以先进科技促发展的全新森林游憩观念较为陌生，秉持发展和保护对立的传统森林游憩发展观
念，使森林旅游资源的发展被认为是简单的林业部门行为，得不到社会各个部门的足够支持，森林资源
的基础设施、游憩建设基本上不会被列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这大大限制了森林游憩业的发展方向
和经营模式[10] [11]。此外，森林游憩发展专项资金短缺，使游憩开发建设步履维艰[11]。

3.4. 森林游憩市场竞争力弱
目前，我国森林游憩规划、建设标准、技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尚不完善；专业规划设计实力弱，规划
设计思路窄，市场需求衔接度低；产品单一，特色商品设计匮乏，缺乏健身性、挑战性等专项产品。同
时，总体规划缺少创意，甚至边建设、边规划，无规划盲目开发，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对森林游憩资
源造成了严重破坏[10] [11]。从整体上看，森林游憩开发建设水平、档次、质量、品位不高，游憩产品无
特色，无文化内涵，相互雷同、千篇一律，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

3.5. 森林游憩专业人才匮乏
森林游憩区域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需要专业人才[24]。目前，森林游憩、森林公园管理人员主
要来自林业相关专业，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不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10] [11]。品位高雅、服务优质的森
林公园建设需要大批森林保护、旅游、地理和管理、营销、服务人才[1] [3]。在管理运营模式中，一味采
用旧发展模式和经营体制，创新意识薄弱，使森林游憩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下处于劣势[22] [23]。

4. 河南省森林游憩发展探讨
4.1. 加快生态林业建设步伐
生态林业建设以保护、改善和调控生态环境为目标，是发展森林游憩业的物质基础和环境基础[1]。
大力推进生态林业建设可提升河南省人民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提高全民生态教育水平，是发展森林游
憩业的政策基础和群众基础[12]。森林游憩区域集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于一体，生态林业科
技成果为森林游憩业发展提供依托和保障，是本地居民生产生活、脱贫致富的先决条件[33] [34] [35]。保
DOI: 10.12677/wjf.2019.83012

89

林业世界

王娟，贾小虎

护资源，保护环境，坚定不移推进“两山论”是河南省森林游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14] [16]。

4.2. 协调游憩资源与产业发展平衡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为指导思想，统筹谋
划生态建设，推进林业整体发展，紧密结合森林生态、林业产业体系建设森林游憩业[13]。把森林游憩业
作为河南省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合理调整林区产业经济结构、保障林业生态重点工程实施、
带动林区群众脱贫致富为目标，加大政府投入扶持力度，在保护的基础上建设，以建设推动发展，以发
展促进保护，建绿色生态、办绿色产业、创绿色文明，实现河南省森林游憩业持续健康发展[10] [11] [12]
[13]。

4.3. 加强森林游憩管理力度
各级林业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完善职能，把森林游憩纳入职责范围，加
强组织领导，完备管理机构，引进专业人才[17] [18] [36]。以制订规划、保护资源、建设项目、经营规范
为重点，加大森林游憩行业管理指导力度[19] [20]。各级林业部门要谋求森林游憩的合理定位，把森林游
憩发展融入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积极争取各级政府重视，实现协调发展[10] [11] [37]。成立由专家组
成的河南省森林游憩建设指导委员会，承担游憩区批建、评审、规划、指导、咨询等任务，提高森林游
憩行业管理能力和水平[11] [12]。

4.4. 拓展森林游憩投资渠道
河南省各级政府、林业部门要把森林游憩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林业建设资金和林业工程
项目上，统筹安排、优先支持森林游憩建设。扩大外商投资建设力度，吸引经济实体参与经营是促进森
林游憩业发展的重要手段[11] [12] [13]。

4.5. 推进森林游憩法制建设
尽快制订出台《河南省森林游憩管理条例》，做到森林游憩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森林保护、游憩经
营和管理于法有据[23] [25]。加强森林游憩规划、建设和评价规范、标准体系建设，为森林游憩开发建设、
经营管理提供技术支撑[1]。高度重视森林游憩总体规划设计工作，努力提高规划设计水平，鼓励邀请国
内外高水平规划设计单位承担游憩区规划设计任务[19] [20]。实施总体规划审批制度，先规划，再建设，
建设高水平森林游憩区，确保森林游憩业持续健康发展[10] [11] [12] [13]。

5.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4] [6] [7]。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发展健康森林游憩，重视游憩区环境保护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9] [16]。
本文通过河南省森林游憩业发展现状分析，发现河南省森林游憩发展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
问题突出、建设步伐缓慢、市场竞争力弱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并为河南省森林游憩业发展提供了
对应的建议和对策，希望能够推动河南省森林游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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