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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dalian city, and analyzes how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dalian city while developing tourism. Modern tourism is the product of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alian is located on the shore of Yellow Sea
and Bohai Sea, and it has goo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as also produced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but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oordinate and develop touris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in Dalian,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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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大连市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分析大连市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
怎样改善生态环境的方案与措施。现代旅游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发展和完善的产物。改革
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旅游业发展。大连位于黄海和渤海之滨，它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
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仍有一系列关于环境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了协调和发
展旅游业，本文主要分析了大连市旅游环境问题的成因及环境保护对策，旨在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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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旅游业已成为全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中最强大的产业之一。旅游综合了反映经济、社会、
文化等现象，这也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经济、环境、社会等带来一系列的正负影响。在旅游业
发展的道路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在旅游业发展的初期，人们往往只关注旅游业带来的短期经济利
益，而忽略了对综合利益的研究。尽管他人认识到旅游业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却仍旧如此，不在
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旅游业的发展破坏了旅游环境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人类发展的
长远利益。作为东北甚至全国的典型旅游城市，通过对大连地区旅游环境的深入研究，对我国旅游管理
和旅游科学相关理论的丰富具有重要意义[1]。

2. 大连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 大连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在国务院确定大连为沿海开放城市后，经济提升迅速，旅游业也在此期间趁机发展起来，大连市政
府逐步形成了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2]，对外开放出现了新局面，快速发展。2017 年，据大连市
旅游局统计，大连市共接待游客 8517.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08%；
实现旅游总收入 1280 亿元，
增长 12.8%。
此外，服务业也大力增长起来，而旅游业恰恰占了服务业很大一部分。新建成的旅游综合体，酒店，水
疗中心和 50 多个重点旅游项目，总人民币投资 360 十亿；升级 6 个旅游特色街区；签订旅游项目 17 项，
形成 20 种类型的旅游休闲产品体系、50 条精品旅游线路等。全市旅游业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
大连入选首批“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是 2017 年最美丽的旅游目的地；是唯一荣获“2017 年美丽
城市景观”的城市；长海县荣获“全国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示范县”称号；2017 年，金普新区荣获最美丽
的旅游区；大连海盐世园荣获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称号等[3]。
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了大连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收入具有重大的意义；增加
了当地就业机会，就业人口基数扩大，解决了就业难的重大问题；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入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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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与其他地区联系密切了起来，促进了文化沟通、经济往来。但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
旅游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
(二) 大连地区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1) 旅游者自身的不当旅游行为破坏生态环境
2014 年以来，大连港共推出 64 艘邮轮，开启邮轮旅游新时代。旅游船只所排放的垃圾、油污；水
上运动的兴起不仅侵蚀了海滩和海岸线，还影响着珊瑚礁中的海洋生态，如海洋生物和鱼类等。泄漏的
石油污染也会污染水体，甚至会传播威胁水体中有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参观者进入旅游区后，交通密
集度大大提高，所产生的尾气、二氧化碳，宾馆、饭店等生活锅炉排放的有害气体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生态环境[2]。
2) 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破坏生态环境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游客在游览景区过程中存在三种不文明的行为：第一，游客在游览景区过程中
乱扔垃圾等污染公共环境；第二类是游客在游览时对设施的不爱护。例如，在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
服务设施上雕刻涂鸦，践踏禁止进入，攀爬和采摘绿色区域，非法野餐，喂食、殴打动物等。当游客参
观大连森林动物园时，他们总是喜欢收集各种野生动物产品，但这些做法严重威胁了野生动物的生命。
3) 过度开发旅游景区行为破坏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大连市政府在旅游业发展方面无作为，没有针对旅游业发展规划和旅游资源规划的特定
相应的行为准则，也没有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导致旅游资源的独立盲目发展、重复
建设和低发展水平导致浪费与资源破坏。例如，大连温泉景区的建设问题，几家温泉相似且重复的发展，
对温泉水的处理与浪费问题极其严重[4]。
旅游设施建设项目规划不当或开发过度，将破坏原始的景观环境，即所谓的“开发污染”。旅游业
发展的实质是在原始风景名胜的自然景观基础上或在有必要适应旅游活动的发展时增加人造建筑。然而，
许多旅游开发商仅考虑游客的审美特征，而忽略了项目建设与周围景观环境的协调，从而造成景观环境
的破坏。例如，大连新森林公园和保护区的各种新旅游设施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风景区没有得到很好
的保护，地表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有机层受到人工转化的严重影响，许多植被已经枯竭，空气被严重污
染。

3. 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分析
(一) 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对于旅游业景区的管理，我们应该以《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为据，并补充其潜在的问题进行
严格管理进行遵守法律旅游资源开发许可制度[5]。
目前而言，中国在森林资源系统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我国旅游环境开发许可制度仍
处在空白期，建立旅游资源开发许可证制度，建立产业准入机制，排除不当主体，既可以从源头上保护
旅游资源和环境，又可以为自然保护区社会收费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
1) 旅游资源预警及监测制度
根据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使用预警机制和环境监测网络，建立监视特定的旅游资源的机制，及时
的把旅游资源信息的准确收集，并向有关当局报告检测结果。
2) 旅游资源轮休制度
旅游资源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受自然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影响很大。在开
发利用过程中，建立旅游资源轮换制度，可以使旅游资源“休养生息”，恢复活力。可以采取限制进入
旅游区和维持旅游资源等具体措施，以实现轮流休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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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影响景区形象。因此，既然要创造一个与众不同，让人耳目一新的旅游环境，
那么一方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而让大家保护景区的旅游环境。对于保护景区的重点文物和名胜
古迹来说，可以添加钢丝网保护层来保护景区，使游客能够得到精神享受的同时，还保证重点文物和风
景不受破坏；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游客对旅游资源的自觉关怀[6]。
1) 政府设立环境课堂
中国学校是每个人接受大部分教育的地方，提高环保应从孩子开始。在小学到大学的课堂环境中建
立课堂，让市民从小就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了解小学环境的基础知识，了解什么是环境，关于环境
因素的一系列知识，要从学生时代开始了解，才能更合理的保护环境。如：在学校中，让学生以自我为
单位进行开展宣传教育、集体捡垃圾、适当大扫除等活动；在高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走访调查，
了解周边环境现状，让家人、朋友，同学和其他同学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在大学校园里，让学生参加主
题会议、情景喜剧、研究课题等，以个人身份介入环境之中，充分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加强学校环境保护教育，既可以提高青少年的环保意识，又能使青年学生弘扬环境观念和环境意识，
促进社会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
2) 政府加强舆论宣传
政府抓住媒体的宣传，利用媒体工具清晰系统地解释公民和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中的空气、水和森
林的利益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当前的环境现状，并激发了公民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的决心，使公民感受到环境保护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增强环境意识，结合日常生活开展环境保护教
育，提高社会公民的环保意识。例如，可以在社区演讲、搞宣传，发行宣传小册子，播放视频电影宣传、
公益广告等，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又了解环境的问题。让市民了解环境污染的危害，从小事做起，提高
思想认识水平，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三) 旅游环境容量研究与稳定发展
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对旅游业稳定发展非常重要。从不同旅游区的总体情况，根据计算公式得到
最大游客数，确定特殊旅游景点控制的游客人数，可以提高旅游热点的票价，可以更好地利用调整旅游
区的旅游规模并保护旅游区的资源，同时却又保障了一定经济效益[7]。
1) 加强景区的服务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客流量
可以通过门票预售或分时度假等措施来合理控制风景名胜区的游客人数。首先，在景区最佳接待量
的基础上，预售票可以有效地控制游客人数。二是采用分时制，一旦景区游客人数达到最佳接待量，将
暂停售票措施，直至部分游客离开景区并允许新游客进入，使景区客流始终在合理范围内。花费时间才
能进入的措施可能会导致无法进入风景区的游客不满意，需要提前通知，并仔细制定详细计划。
2) 调节游客的旅游需求，指导游客合理选择出游目的地
一是通过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向游客发布景区交通、住宿、气候、接待能力等信息，预测未来
旅游接待潜力，为潜在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提供参考。例如，每到黄金周，就能在网络上搜索到关于大
连各景区的旅游相关信息，为旅游者选择合适的旅游地点和转移游客的来源提供必要的指导；第二种是
利用景区门票价格杠杆，调节和控制游客数量进入该地区。比如，实施双重价格，区分旅游旺季与淡季，
在旺季时增加游客的旅游费用，影响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起到分流游客的作用；三是引导游客需求，
加强旅游知识的宣传，避免盲目跟风。
(四) 生态旅游发展的时机
生态旅游是促进旅游业的一种新形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注重保护环境的特色旅游有
着很大的发展空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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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森林公园建设，保护森林资源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不仅对地上环境产生影响，对于地下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重要枢纽。森林公园是在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经
济系统。它建立在人、生物、环境协调发展、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原则之上。他们追
求的目标不仅是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要和发展自己，而且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不会对子孙
后代的发展造成损害。大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是在国有林区的基础上开发的，由于操作的变化模式，
从而提出了森林和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提高价值的再认识。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森林公园建设，
对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
2) 统一规划，有序开发
做好旅游发展规划，落实资源环境保护的理念，是发展成功的保证，也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规划旅游区的时候，要对旅游区内的相关资源进行调查，充分做好旅游业对环境的破坏活动。并加强
环境质量监测，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污染。为了确保生态旅游环境的高质量，旅游区的建设必须遵循分类
有序、有序发展的原则，每个项目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从生态的角度严格控制服务设施，不采取
破坏资源的发展形式。主张以自然景观为主要材料，以风景为准体现自然之美，要对高污染拉动经济增
长的高消费项目说再见。

4. 结语
总之，旅游业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做好环境保护，才能保持生态环境持续
健康发展。但是维持生态环境不仅仅要靠政府干预、媒体宣传等，我们更应该做到从自身开始保持，在
以身作则的情况下，共同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一分贡献，使得旅游业在未来发展得更快、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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