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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入境旅游
发展对策研究
傅云新 张成杰

［摘

要］ 近年来，山东省旅游业发展迅速，为山东的经济发

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入境旅游，其经济作用是不可忽视
的。山东省已经具备了发展入境旅游的资源和接待条件，但是在
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创汇收入方面，与排名前几位的其他省
市有一定的距离，省内东、中、西部各城市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
距，而且入境客源市场结构也不合理，因此本文提出了山东省进
一步发展入境旅游的 ５ 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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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山东省与香港能够直通车。日照市被国家批准为新亚欧大陆桥
东方桥头堡之一。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首位，基本实现了以干线
公路为主骨架，干支相连的公路网络。海运方面，现有港口 ２６处，
均对外开放，同世界多数国家主要港口通航。航空方面，以建成
包括济南、青岛、烟台三个国际机场在内的７ 处机场开通国际、国
内航线 ７００ 多条，并有直飞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泰国
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航线。这为大力发展入境旅游提供了方便的
条件。
２．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世界上一大产业，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入境旅游、
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全面发展的局面。其中入境旅游是我国发展
旅游业的起点，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入境旅游对我国的经济推
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表现在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
方面。
“九五”以来，山东省旅游业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省政
府把旅游业列为主导产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入
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不仅有利于
增加山东省的外汇收入，而且会大大提高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同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如何更好地发展入境旅游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
一、山东省入境旅游现状分析
１．接待现状分析
在旅游业涉及的众多行业中，与旅游最密切的旅行社业、旅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游饭店、旅游景区业、旅游交通业被称为旅游业的四大支柱。它
们在旅游发展中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其作用都是非
常重要的。作为经济大省的山东已具备了这些条件：旅行社的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位，２００２ 年旅行社总数达 １０４２ 家，比 ２００１ 年增
加了 ８１ 家，其中国际旅行社达到 ５５ 家，比 ２００１ 年多了 ３ 家。星
级酒店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２００２ 年星级酒店总量为 ４０１ 家比去
年增加 ５３ 家，其中五星级 ８ 家，四星级 ３２ 家，三星级 １５２ 家，二
星级 １７９ 家，一星级 ３０ 家。２００４ 年全省旅游饭店目前有 ５５８ 家，
客房 ５．８ 万间，床位 １１．１ 万张。
其中星级酒店有 ４８６ 家，包括五星级 ９ 家，四星级 ４３ 家，三
星级 １８５ 家，二星级 ２３０ 家，一星级 １９ 家。香格里拉、索非特、
皇冠假日等国际著名酒店集团已进入山东省的青岛和济南，为接
待国际游客作好准备。截止到 ２００２ 年底，山东省旅游景区（点）
已达 ６００ 多家，被评为 Ａ 级旅游景区（点）的达 ７４ 家，其中 ４Ａ
数据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级 １１ 家，３ Ａ 级 ２０ 家，２Ａ 级 ３９ 家，１Ａ 级 ４ 家。２００３ 年，Ａ 级
旅游景区达到 ９０ 家，比 ２００２ 年增加了 １６ 家，其中增加 ４Ａ 级 ５ 家，
从图 １ 可以看出，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２ 年，山东省的入境旅游人
２Ａ 级 ９ 家，１Ａ 级 ２ 家。
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一直呈明显的增长趋势，２００３ 年因为全球性的
旅游交通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说没有现代交
“非典”疫情的发生入境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有所下降，到
２００４
通，就没有现代旅游业。山东省的海陆空交通在全国具有重要的
年又迅速回升。图
２
显示，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２
年，入境人数增长
战略地位：铁路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网络，新建成的京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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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除 ２０００年稍微有一点下降外基本呈缓慢增长，而旅游外汇收入
增长率在这一阶段一直缓慢增长，２００３ 年因“非典”有很明显的
下降，２００４ 年“非典”疫情过后两者的增长率迅猛增长，增长率
达 ５０％ 以上。从两个图表看出，旅游创汇随着入境人数的增多以
较高的速度增长 ，同时说明除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损失外，山东
省入境旅游基本上呈良性发展。
３．入境旅游客源地的分析

１ 青岛 ２ 烟台 ３ 济南 ４ 威海 ５ 泰安 ６ 济宁 ７ 潍坊 ８ 日照 ９ 淄博 １０
聊城 １１ 临沂 １２ 枣庄 １３ 荷泽 １４ 东营 １５ 德州 １６ 滨州 １７ 莱芜
数据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
由图 １ 和图 ２ 的分析，我们得出入境旅游收入和入境人数是呈
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在这里笔者只作入境旅游人数的比较分析。
从图 ５ 可以看出，青岛接待外国旅游者的人数远远超出其他
市的接待人数，总人数达 ３０ 万人次以上，烟台居第二位，但与青
岛相比，仅为青岛接待人数的 １／３。而排名后两位的滨州、莱芜
两市各自的接待人数竟不到 ４００ 人次。排名前六位的市都位于东
部沿海和中部地区，接待人数均超过 ５ 万人次，而排名后六位的
市除东营是沿海城市外，其他都位于西部内陆地区，它们的入境
接待人数在图 ５ 上根本显示不出来。
５．与周围省份的入境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的对比
表 １ 入境旅游人数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２００２ 年的数据）

表 ２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２００２ 年的数据）
从图 ３ 外国旅游者的洲别结构看，亚洲是山东省的第一大洲
际客源市场，占了整个入境市场的 ８０％以上，欧洲和美洲的入境
人次均低于 １０％，其他各大洲的比例之和还不到 ２０％。
从图 ４ 外国旅游者的国别结构看，韩国和日本是山东省的两
大客源国，韩国第一，日本其次，这与我国的第一大客源国是日
本有差别。主要是距离原因，山东距韩国较日本近。韩国和日本
的入境人次均超过 ２０万人次，两国之和占据了入境外国总人次的
７０％以上。而其他每个客源国的入境人次均不超过 ５ 万人次，总
人次之和达不到 ３０％。
４．省内各市的入境旅游人数的对比分析

单位：人数为万人次，收入为亿美元，增长率为 ％
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从全国排名看，山东省的排名由１９９９年的第十位上升到２００２
年的第八位，逐年有一定的进步。但与排名前几位的省份相比，
在接待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 ２００２ 年，
位居首位的广东省的入境旅游人数达 １５２５．８８ 万人次，是山东的
１．５ 倍；而国际旅游收入达到 ５０．９１ 亿美元，是山东省的十倍多。
由表 １ 和表 ２，我们可以看出，与其他省份比较除江苏省和辽
宁省外，山东省的接待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均高于河南、河北、
天津。与江苏相比，江苏的入境旅游人数是山东的两倍多，国际
旅游外汇收入也是山东省的两倍多；与辽宁相比，山东省的接待
人数较多，增长率低；而国际旅游收入低，增长率高，且山东的
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上升趋势，辽宁的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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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赶上辽宁的发展潜力。
６．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 ５ 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虽然山东省的入
境旅游发展的总体状况比以前有较快的发展，但是某些方面也存
在着不足之处：
（１）山东省的国际客源市场结构极其不合理。通过图 ３ 和图
４ 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亚洲市场的依赖性太强，而欧洲和美洲市
场的开发严重不足，一旦亚洲地区尤其是韩国和日本发生不可抗
因素，对山东省的入境旅游造成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２）山东省东中、西部各市的入境旅游发展存在严重的失衡。
（３）山东省入境旅游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比上不足，比下
有余”的位置。要赶上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
还需各方面的努力。
二、发展对策
１．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区域合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发展大旅游的必
然趋势。通过区域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享客源市
场。加强区域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省内合作。从前
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山东省内中、东部和西部各市的入境旅游发
展很不平衡，因此必须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以青岛为中心的
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以济南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为阶梯，逐步带
动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发展，形成省内大旅游环境。第二层是与
周围省市的合作。由于山东省独特的位置，既可以联合河北、河
南、天津、辽宁，建立环渤海旅游合作，开辟海上旅游专线；也
可以加入以北京为中心的环北京区域合作，利用北京是全国首都
的优势，广泛吸引海外游客。第三层是与国际合作。山东省与韩
国、日本等旅游发达国家仅有一水之隔，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
可以和他们建立东亚旅游合作。
２．建立合理的国际客源市场结构
为了防止对单一客源市场的依赖性，山东省政府应实施多元
化的国际市场开拓策略，吸引更多的各大洲经济发达的国家成为
山东省的主要客源国。最近，我国与欧盟、非洲等国家签定了旅
游备忘录，简化入境手续等也为山东省开发这些地区的市场提供
了很好的机会。从洲别市场结构看，首先，力保东亚、东南亚市
场的首要地位；其次，重点拓展欧洲和美洲市场。欧洲主要是深
度挖掘北欧、南欧、中欧地区，美洲市场要逐步延伸到拉丁美洲。
两洲的入境人次比例之和力争达到 ３０％。最后，争取非洲和大洋
洲市场。两洲的入境人次比达到 １０％ 以上。从国别市场结构看，
加强韩国、日本两个重量级市场，深度挖掘美国、加拿大、德国、
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远程市场国家市场，
使这些国家的入境人数达到 ５ 万人次以上。
３．整合旅游资源，打造名牌旅游产品
山东省既有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面向海外游客，省政府应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打造精品旅游产品。
文化资源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齐鲁文化。儒家文化是统
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的源泉，它的思想博大精深，对现代
的文化思想仍有重要的意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已经名
扬海外。最近，国家有关部委决定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通
过与儒家文化的有效整合，利用孔子文化的知名度，塑造出有突
出意义的齐鲁文化品牌。因此，塑造齐鲁文化品牌是山东省广泛
吸引海外游客的重要战略之一，也是树立山东省对外旅游形象不
可缺少的品牌之一。
自然资源方面，以海滨旅游资源为主。以青岛、烟台、威海
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有着丰富的海滨资源，如清新空气、蓝天
碧海、阳光沙滩，可以与巴塞罗那相媲美。但是，在游客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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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差距甚远。这说明海滨旅游资源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旅游
开发部门应借鉴国外的海滨开发经验，开发成为国际化、现代化
的海滨旅游度假区。海滩上开展体育运动项目如沙滩排球、足球
等，配备可随时拆卸搬运的体育器材。增设躺椅、凉棚等休息辅
助设施。海上开发水上运动如帆板、冲浪、潜水等项目和水上表
演节目等集运动与休闲于一体的项目。
４．主攻国际宣传促销
积极的国际促销是十分必要的。大部分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
还停留在十八世纪，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中国，更不用说是山
东省了。进行国际促销的方式主要有到国外直接促销、参加国内
举办的世界旅游博览会促销、举办世界型的节庆活动等。国外直
接促销和举办节庆活动是最有成效的促销方式。山东也举办了不
少的国外促销活动和国内世界性的节庆活动。
在国际促销方面，山东省政府应加大促销力度，针对不同的
国家制定不同的促销方式。近几年山东省政府在海外宣传上已做
了大量的工作。到韩国、日本、德国等海外国家促销，举办“中
韩文化节”
“中日文化活动周”等。每年投入几千万元作为旅游
宣传经费。２００３ 年，省政府投入到旅游宣传方面的经费达 ６ 千多
万元。但是，与其他旅游强省相比投入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举办节庆活动方面，如国际孔子文化节、国际泰山节、青
岛啤酒节、潍坊风筝节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吸引了大批
海外游客。但这些节庆活动的举办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城市，因
此，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举办国际性的节庆活动，
提高国际知名度。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山东的青岛市是奥
运会的惟一协办城市，这对山东的旅游促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省政府的促销重点放在整个山东的旅游形象和精品旅游产品两个
方面，其他市区也要做好各自的促销卖点，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
５．重视对入境旅游的学术研究
笔者曾以“山东”
、
“入境旅游”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
索相关题目，没有看到一篇是关于山东省的入境旅游方面研究的
论文。在山东省旅游局网站上，只有对国内旅游的分析报告却没
有入境旅游的分析报告。因此，建议省政府、旅游局及相关机构
应加强对入境旅游的研究，成立山东省入境旅游研究课题组，以
便制定有针对性的国际营销策略、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和提
供高满意度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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