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旧有城镇的特别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改
造上，保持城镇原生态和文化氛围，在符

主题旅游城镇
竞争力提升策略探析

合原居民生活要求的同时，也满足外来游
客的需求，城镇同时因为原居民的居住而
富有特别的活力。主题旅游城镇用旅游产
品的形式将有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表现
出来，它注重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地区垄
断性，文化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它能充分
利用当地传统的文化资源，塑造独特的主
题旅游形象；而且它要求无论是自然环境

■
▲

梁明珠 副教授 陈小洁（暨南大学旅游研究所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旅游地品牌研究》０２ＪＤ７９００２５

还是社会环境，
建筑风格还是民风民俗，
都
能体现城镇的特色和主题。
但由于规模、功能、资金和地位等条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
发展，我国许多中小城市利用当地特
有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塑造主题形
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市场竞争优势，
并一举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亮点。
但由于规模、功能和地位的限制，以及
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态势，给主
题旅游城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提升旅游竞争力已成为主题旅游
城镇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本文从主
题旅游城镇和旅游竞争力的概念入手，
从旅游供需两方面来分析影响旅游竞
争力的七大要素，对提升主题旅游城
镇旅游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主题旅游城镇
旅游竞争力
形象竞争力 品牌竞争力

随

尔·波特，１９８０）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

件的限制，约束了主题旅游城镇的进一

始，有关竞争的概念和理论引入中国，很

步发展，它只有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优

快为各行业所接受并重视，其中也包括旅

势，不断提升旅游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

游业。Ｓ．Ｄｅｍａｒｓ 认为一个旅游度假地竞

之地。

争能力由旅游市场、本身的开发情况、可

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的界定

进入性等决定。Ｅ．Ｃａｎｅｓｔｒｉｌｌ 等指出，旅

旅游竞争力是指旅游地在维护自身市

游地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旅游市场的占有率

场地位时创造和整合能保护资源增值产品

上，更要看它的发展潜力、旅游地承载力。

的能力（胡冬梅、司继伟，２００２）
。所以，

国内许多学者也曾对如何提升我国的国际

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竞争力是指主题旅游

旅游竞争力进行过相关研究，但涉及如何

城镇为保持自身旅游持续发展时，创造和

提升具体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较

整合能保护资源增值产品的能力。旅游竞

少。因此，本文拟从主题旅游城镇和旅游

争力是主题旅游城镇综合发展能力的体

竞争力的概念入手，从旅游供需两方面来

现，它能使该城镇旅游业在激烈的竞争中

分析影响旅游竞争力的七大要素，进而对

获得有利的地位。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竞

提升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的策略进行

争力不仅仅表现在为城镇旅游业创造经济

初步探讨。

收益的能力，而且还表现在：优化配置旅

着旅游产品开发向纵深方向发展，

主题旅游城镇的界定

游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创造良好的

近年来在我国兴起了一批主题旅

主题旅游城镇是指利用当地的特有文

旅游环境优势，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利

游城镇，如以“小桥、流水、人家”

化和旅游资源优势塑造主题形象，并围绕

益，获得更强、更为持续的发展能力和发

的江南水乡风情为特色的江南古镇周庄，

该主题来发展旅游业的特色城镇。它建立

展趋势，为所在地区创造更多的社会文化

有独特魅力和浓郁民族风情的云南丽江古
城，以及分别以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丹
霞地貌、美食文化、生态旅游、休闲度假
等为主题旅游品牌的桂林的兴安、龙胜、
阳朔等县，利用主题特色，形成了旅游竞
争优势使其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旅游业的
新星。

主题旅游城镇及其旅游竞争
力的界定
竞争力战略研究权威——美国的迈克
尔·波特认为竞争战略就是“采取进攻性
的或防守性行动，在产业中建立起进退有
据的地位，成功地对付五种竞争作用力，
从而为公司赢得超常的投资效益。
”
（迈克
全国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

７９

产业观察

Estate Observation
意义的层面，旅游地形象塑造和设计策划
成为旅游地相互竞争的重要手段。主题旅
游城镇形象竞争力主要通过政府形象、公
众形象、
城镇景观形象三个要素体现出来。
品牌要素 它是在区位要素、旅游环
境要素、核心吸引物要素以及形象要素的
基础上最终形成的。主题旅游城镇的特色
主题优势所形成的辐射力、知名度和吸引
力构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品牌，并在一定
的空间范围内产生不同的品牌效应，不断
巩固并扩大旅游市场，形成强大的市场竞
争力。
需求方面的两要素是游客选择主题旅
游城镇产品的直接反映，也直接关系到其

价值等方面。

旅游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旅游

争潜力。
供给要素分析

业发展的趋势，因而是衡量主题旅游城镇

区位要素 区位因素对旅游竞争力的

旅游竞争力的基本指标。供给方面的区位

影响是通过主题旅游城镇所在的位置、城

要素、旅游环境要素、核心吸引力要素、城

镇的可进入性以及通讯状况等来反映的。

镇形象要素以及品牌要素是主题旅游城镇

尝试从旅游供需两方面来探讨影响主题旅

区位优势及其所形成的潜在收益和特有属

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决定着城镇的相对优

游城镇的旅游竞争力要素。从旅游需求方

性，将直接影响游客的数量和城镇的旅游

势，能增强旅游的主打吸引力，最终提高

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影
响要素分析
影响旅游竞争力的要素有很多，本文

面来看，是指游客对主题旅游城镇所提供

收益，从而影响城镇的旅游竞争力。因为

旅游竞争力。其中，品牌要素是旅游竞争

旅游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状况，主要包括两

良好的区位条件有利于吸引投资者和游客，

力最深刻最根本的体现，因为品牌竞争力

个要素：国际、国内游客的需求状况以及

有利于与城镇外的信息进行沟通，更有利

体现了主题旅游城镇吸引游客的能力，以

游客市场规模的大小和成长速度；从旅游

于开拓旅游新市场，为主题旅游城镇的发

及创造价值的能力，而旅游竞争力的提升

供给方面来看，是指旅游地如何从区位条

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也有利于主题旅游城镇形象的升华和品牌

旅游环境要素 旅游环境是指人们进

竞争力的提高。总之，这七大要素共同决

开拓客源市场，巩固并拓展市场规模，从

行旅游活动，能产生美感，并获得精神与

定了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竞争力，他们不

而提升城镇旅游竞争力，其主要包括以下

物质享受以及知识乐趣的环境（常凤池）
，

是单独发挥作用，虽然各因素的作用力有

几个要素：区位要素、核心吸引物要素、旅

其中包括旅游软环境和旅游硬环境。旅游

强有弱，但他们交互在一起共同推动城镇

游环境要素、形象要素和品牌要素。如图

环境要素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概念，

旅游的发展，所以要把握好各因素的不同

１ 所示。

它是主题旅游城镇旅游竞争力提升的重要

作用力，发挥其提升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

外部因素。只有在良好的旅游环境下，旅

竞争力的特定作用。

件出发，树立形象、建立品牌去吸引游客，

需求要素分析
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状况

主题旅游

城镇提供的旅游产品映射出市场需求，其
产品可从历史文化、生态旅游、美食文化、

游企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镇旅游业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核心吸引物要素

核心吸引物是指主

提升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竞
争力策略

休闲度假等方面进行分类；同时，游客也

题旅游城镇具有相当影响力且独具特色的

根据上述影响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竞

会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来选择旅游产品，

旅游吸引物、品牌项目、一流的景点等，它

争力的七大要素，本文试从内部形象提升

因此我们可以从国际、国内市场对旅游产

能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替代的核心能

策略和外部环境提升策略来分析如何提升

品的需求状况来判断主题旅游城镇产品的

力，是区域间旅游竞争的基础。对于主题

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竞争力。如图２所示。

竞争力以及未来发展形势。

旅游城镇来讲，指当地具有优势的旅游资

准确的主题定位

源，如周庄的江南水乡风情和桂林龙胜的

准确的定位是建立形象和品牌的关键。

游客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

游客市

场规模的大小和成长速度直接关系该城镇

少数民族风情。

旅游城镇只有在竞争市场上进行准确且独

旅游业的收益，因而是衡量旅游竞争力的

城镇形象要素 主题旅游城镇形象是

特的定位，形成鲜明的品牌个性，才能在

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根据游客对旅游产

指城镇的整体形状和特征，它是城镇景观

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主题定位是指主题旅

品的选择来判断某一类型的主题旅游城镇

形象、
公众形象和政府形象的整体反映。
随

游城镇根据竞争状况和充分考虑当地的文

的游客与潜在游客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以

着旅游业竞争的加剧，
竞争领域的扩大，
旅

化和旅游资源优势，从旅游资源禀赋、资

此来衡量该城镇的旅游竞争力及未来的竞

游业的竞争已上升到更高层次、更具挑战

源空间分布、
辐射能力等方面进行把脉，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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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定在旅游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其目的

供丰富和深刻的精神和文化享受，增强旅

营造安定的旅游环境并保证旅游的正常开

是创造主题旅游形象，
最终赢得市场客源。

游城镇的文化辐射功能，维持品牌的长期

展，是城镇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政

如桂林的兴安，其旅游资源优势在于建于

竞争优势；同时主题旅游城镇应该实行主

府可以联合旅游企业共同开发旅游资源，

秦代的灵渠，因而构成了兴安以历史文化

题营销，即利用特定主题借助符合主题产

传播主题品牌和主题文化，建立品牌经营

为特色的主题旅游形象，
而龙胜因为有苗、

品特点的方式和渠道来实施营销活动，其

系统的组织结构，不断提高对客服务的质

瑶、壮、侗等多个少数民族，便形成了民

目的在于宣传和推广城镇的品牌形象，不

量水平，从而保持和提高城镇整体形象和

族风情主题旅游城镇。因此主题旅游城镇

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巩固并开拓

品牌价值，形成城镇持续的竞争优势；政

只有根植于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结合考

旅游市场，提高品牌竞争力。

府还应加大对旅游设施、公共产品等的投

虑游客、当地居民和周边旅游城镇对自身

加强旅游环境建设

入力度，并尽可能利用国际组织的优惠贷

旅游环境竞争力是软竞争力和硬竞争

款和招商引资，克服主题旅游城镇发展资

并不断地强化品牌形象，才能强化竞争优

力的合力。软竞争力主要指要挖掘主题旅

金短缺以及相关产业的“瓶颈”问题，如

势并提升旅游竞争力。

游城镇的历史文化并深化其内涵，它是提

交通、环保、文物保护等制约因素，
“努力

升城镇旅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硬竞争

创造一个支撑提高生产力的环境”

旅游形象的认同来确定自身的发展定位，

增强反应速度与能力
由于大多数主题旅游城镇的本地市场

力则指主题旅游城镇的制度环境、基础设

规模偏小，只有大量吸纳外地游客才能促

施等，它是形成旅游环境竞争力的重要物

（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
，实现城镇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

进本地旅游业的发展，因而对市场需求的

质条件。任何主题旅游城镇经过历史的沧

综上所述，主题旅游城镇只有进行

反应速度与能力成为衡量主题旅游城镇旅

桑，都会积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成一

准确的主题定位，确定竞争优势，提高

游竞争力大小的关键因素。主题旅游城镇

种与众不同的、权威性的主题形象。如周

市场反应速度与能力，提高城镇居民的

虽拥有特色的旅游资源，但也是比较单一

庄的水乡风情、云南的纳西文化都是其他

旅游服务意识，加强旅游合作，才能最

的，因而要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单有鲜明

地区难以模仿和复制的品质，它们是提高

终塑造主题品牌，提高主题旅游城镇的

的个性是不够的，
还要能够根据市场需求，

旅游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制度环境会影

竞争力。

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为个性增添新的形

响一个城镇旅游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动力，

式和内涵，使游客建立消费偏好，并坚信

影响企业的效率，最终影响本地旅游业与

该品牌所提供的最终利益是独特的和最佳

其他地区旅游业之间的竞争结果，同样也

的，才能长久吸引顾客的注意力，维持旅

会影响到游客对主题旅游城镇的形象评

游竞争力。

价，所以要注意旅游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建

提高城镇居民旅游服务意识

设，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优势来提升旅游

主题旅游城镇的人文地理、
民风民俗、

竞争力。

居民对游客的态度礼仪等都会影响游客对

加强旅游合作

城镇的印象，因而要提高城镇居民旅游服

主题旅游城镇之间既存在激烈的旅游

务意识，即旅游城镇的全体居民应友好地

竞争，也存在相互合作。旅游竞争是指各

对待游客，对当地的旅游业持有正确的积

主题旅游城镇为争夺游客、占领和扩大旅

极的态度和认识。游客的满意度与旅游地

游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旅游经济活动
（陈烈，

居民的好客度呈正相关，当地居民的好客

２００３）
。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城镇之间的旅

程度越高，游客的满意度也随之上升。但

游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将旅游资

由于主题旅游城镇是建立在对旧有城镇的

源在地区之间进行优化配置、组合，以便

改造上，原住居民由于缺乏旅游意识，在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地旅游业的发展，所

益的旅游经济活动（陈烈，２００３）
。由于不

以应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大众旅游服务意

同的主题旅游城镇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与

识，提高城镇的整体旅游形象，从而增加

众不同的主题形象，因而城镇之间可以进

游客的重游率，推动当地旅游业以及经济

行合作，将不同主题旅游城镇的旅游精品

的发展，最终提升当地的旅游竞争力和综

路线进行组合，如桂林的兴安、龙胜、资

合竞争力。

源、灵川、恭城、阳朔等县，可以开展区

塑造主题品牌

域联合营销，通过产品互动、促销联动、人

主题旅游城镇品牌是指它在游客心目

才互流促进区域旅游共同发展，形成多赢

中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和在市场上的定位。

局面，强化竞争优势。

因此主题旅游城镇应该要挖掘并不断创新

发挥政府管理能力

主题产品，深化主题文化内涵，为游客提

政府是城镇旅游开发的主体，他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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