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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major decisions and plans were made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can not only help fight against povert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 well-off life, but als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t carrier and gras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izhou district of Tianjin city, by combining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ecological resources, rural culture and other advantages, vigorously develops rural tourism, and forms a number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us making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mestay and lodging industry. However,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homestay service industry in Jizhou district, some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comments of homestay service
users that the ke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lies in “people”.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qualities of compound talents in the homestay service industr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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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旅游不仅可以助力脱贫攻坚、推动实现小康，
同时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时代背景下，天津市蓟州区通过结合自
身的地理位置、生态资源、乡土文化等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一批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
景点，民宿业的发展也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蓟州区民宿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日益
凸显，从民宿用户的评论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人”。因此，本文针对当前民宿业复合型
人才短缺的问题，对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了分析，并从政府、高校和企业三个
层面为蓟州区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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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农”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7 年 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为各地区各部门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依据。作为补齐
发展短板的重要保证，乡村振兴战略使美丽乡村建设再次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也使得乡村旅游得
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民宿经济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快速发展对于乡村环境的建设和改善、
乡村产业的振兴以及农民收入的增加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天津市蓟州区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生态环保理念以及线上线下宣传大力发展乡村民宿。本文
将结合天津市蓟州区民宿经营现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分析天津市民宿经营人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
些关于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上世纪 80 年代国外便展开了关于民宿旅游的研究，并以旅游者行为，经营者行为，民宿旅游产业，民
宿旅游行业管理，市场与环境等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其中，关于民宿经营者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营者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经营动机以及民宿经营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等方面，如 Yuan Li 等(2013)以工作–家庭
边界理论为基础，对工作–生活边界特征以及创业动机对民宿经营者工作–生活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边界有形性与工作–生活平衡正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通过工作–生活的整合来调节，且
以生活方式为创业动机的经营者比以商业为创业动机的经营者享有更高水平的工作–生活平衡[1]；Pete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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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er (1981)对英国民宿经营者参与民宿经营的动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Chun-Min Kuo (2018)针对台湾
民宿业面临的供应过剩和同质化问题，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理论与 30 个民宿经营者的面对面访谈确定
了决定民宿经营成功的八个因素，提出了基于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以民宿经营者偏好以及他们
可以整合和重新配置的独特目的地资源为依据对民宿进行创新和差异化的战略[3]；Pierre Walter 等(2018)
认为民宿经营者应具备环境清洁、卫生和保护，重视当地文化和寄宿家庭人员管理三个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通过研究表明了经营者学习的复杂维度，且证明了经营者的学习对民宿经营至关重要[4]。
国内民宿旅游的研究若以 2010 年为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2010 年之前，国内民宿旅游多为对概念
和现象的描述；2010 年之后，研究内容开始深入，主要涉及民宿社区居民及旅游者行为、民宿旅游发展
及对策、民宿旅游关联产业等方面。如张咪(2018)以恩施州利川市民宿旅游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精准扶贫
研究视野下，探讨居民感知与满意度的影响关系，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感知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最为
显著[5]；应安浪(2016)调查了永康县大陈村的民宿游客和经营者对公共服务重要性和满意度情况，并且
对民宿政府主管部门、村级组织进行访谈，而后进行了数据分析[6]；黄枫(2017)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
江南乡村民宿的设计进行了研究探索，并通过设计实践验证了其设计方法的现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7]。
在民宿人才培养方面，傅玉敏等(2020)以黄山乡村民宿为例，通过调阅相关文献，并实地调查走访相结合，
对从业人员服务水平难以提升的症结进行了剖析，发现了经营户提升意识不强等制约因素，并提出了一
些有针对性的对策[8]。综上所述，民宿作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支柱之一，其发展应受到更大的关注，但
是目前关于民宿经营人才培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理论结合实际，分析民宿复合型人才需具备的素质，
探讨天津市蓟州区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途径。

3. 天津市蓟州区民宿经营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天津市蓟州区民宿经营人才现状
蓟州区是天津唯一半山县和“后花园”，居京津唐承四市之腹心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旅游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优良，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既有评剧、皮影、商家武术、剪纸等非遗文化，又是
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底蕴丰富，还有长城、山地、民俗等文化，对于民宿业的发展十分有利。2019 年 7
月，新版《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的发布为民宿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以上因素使得
蓟州区民宿业发展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近年来，蓟州区以山里人家、水岸人家、稻香人家等为主题，
建立蓟州民宿品牌体系，推进民宿产业的纵向深入和横向集聚发展。目前，蓟州区在全球最大的民宿短
租平台 airbnb 上登记的房源已包括别墅，公寓，农家房，木屋等多种类型。据《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显示，截至到 2018 年，全区发展精品民宿 20 户、农家院 2583 户，直接从业
人员 1.2 万人，带动就业 6 万人，受益人口 18 万人。2019 年 4 月，蓟州区精品民宿达 24 户。为推动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2019 年 12 月 4 日，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在老电车大酒店举办了民宿管家第六期培
训班暨农家院“中国服务”第二期专题轮训班，下营镇道古峪村、赤霞峪村、小港村农家院经营管理人
员约 6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然而，其他学者走访 21 家蓟州区民宿后发现，在调研样本中，有 22.2%
的民宿经营业者为员工提供过相对专业的培训，且这些培训项目大多来自由村委会组织的培训活动；其
余 77.8%的民宿经营业者都未为员工提供过专业培训[9]。由此可见蓟州区民宿经营人才相对匮乏。

3.2. 天津市蓟州区民宿经营人才存在的问题
据《2019 中国大陆民宿业发展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大陆 2019 年民宿用户评论提及最高的前十个
名词间包括老板、房东和服务态度等，可以看出民宿用户对民宿经营者的关注极高，因此，民宿经营人
才的培养是制约民宿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使得近年来民宿业展现出勃勃
DOI: 10.12677/sd.2020.103048

398

可持续发展

董书霞，冉群超

生机，然而伴随着民宿行业的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民宿经营人才，民宿经营中的一些问题日益凸显，如
盲目跟风、不接地气、卫生堪忧、服务水平低等致使部分消费者对民宿失去信心。当前，蓟州区民宿业
经营人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3.2.1. 行业认知低
调研发现，蓟州区很多民宿经营者对行业的认知存在误区。经营者对民宿的认识不全面，大多数经
营者认为民宿就是农家乐，对环境、卫生和安全等方面不够重视，忽视了文化在民宿中的地位以及游客
对民宿人性化的需求；且缺乏对旅游六要素中其它要素的开发与利用，只经营食和住，缺乏对接及开发
意识，使游客对民宿旅游的整体体验感不足。
3.2.2. 缺少专业管理知识
经营者缺乏民宿专业知识素养。民宿经营者自身缺少民宿管理知识、能力以及主人文化素养，致使
整体服务质量不佳，且经营者与游客缺少交流和互动，无法让游客感知到民宿的魅力。在走访调研过程
中发现，只有西井峪石头村部分民宿由酒店管理专业公司经营管理，内部井井有条，但是周边很多散户
自主经营农家乐，并且低价位，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发展。
3.2.3. 缺乏创新意识
大部分民宿经营者缺乏自主开发与创新意识。经营者常常忽视文化在民宿中的地位以及游客对民宿
人性化的需求，且文化创新意识不足，一味的宣传和保护本土文化，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包装及其与现
代化元素的融合，使民宿特色不够鲜明。不管是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常州村还是近年来红火的毛家峪或
者小穿芳峪，活动内容主要还是吃农家饭、采摘、垂钓等传统项目。虽然小穿芳峪开设了乡野公园，但
是作为景区收费，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回头客。
3.2.4. 经营门槛低
现阶段，蓟州区民宿经营的行业门槛较低，经营者的知识结构、社会背景、经营动机、经营理念等
差别较大，使政府部门对民宿业进行统一管理造成了困难。特别是在补贴政策出现后，大量的农家乐出
现，无序竞争现象时有发生，调研中发现相邻的两个村，民宿费用差别大，由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等
原因，政府难以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4. 培养天津蓟州区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对策建议
4.1. 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需具备的基本素质
4.1.1. 复合型素质
复合型人才是指不仅精通于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相关技能的人才，即一专
多能或多专多能的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交叉，技术集成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当前，对于
民宿经营来说，一方面需要知识复合型人才，如民宿营销人才、民宿投融资人才、民宿行业管理人才、民
宿社团管理人才等不仅要具备民宿、市场营销、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互联网及法律等相关知
识；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力复合型人才，如对于管家、房娘(客房服务员)、厨娘(厨师)等在内的一线民宿经
营管理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力量、速度、耐力、反应力等体能方面的素质，同时，他们还需要了解
并能够传达民宿所要表达的文化的核心，从而让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文化，实现民宿个性化发展。
4.1.2. 创新型素质
当前，民宿业竞争十分激烈。据《2019 中国大陆民宿业发展数据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9 年，中
国大陆共有民宿 66,405 家，天津共有 717 家。想要在众多民宿中脱颖而出，民宿经营者必须具有创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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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这就要求经营管理者紧跟时代步伐，挖掘自身特色结合游客需求，对民宿的内容、功能、文化特色、
经营制度、经营理念等不断进行创新性设计，使民宿个性鲜明，能够吸引目标市场游客。除此之外，复
合型民宿管理人才还应具备对创新型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开放性思维对民宿进行运营管理工作。

4.2. 天津市蓟州区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途径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既要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也要鼓励社会人才投身农村建设。而对
于复合型、务实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共同努力。
4.2.1. 以政策引导，加大扶持力度，定期开展培训
1) 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奖励政策
蓟州区政府应大力支持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通过组织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助力高校和
企业对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另外，借鉴浙江丽水将“民宿人才”纳入技能人才队伍，并给予 5000
元补贴的经验，蓟州区可每年定期举行“民宿复合型人才”大赛，将复合型素质和创新型素质均列为考
察要素，能够在最后脱颖而出的，给予一定补贴，并且天津市蓟州区民宿发展协会给予其“最佳民宿经
营者人才”称号，凭借此称号在蓟州区经营民宿可享受一些优待。
2) 设立培训基地，定期开展培训
相关部门或协会(如天津市蓟州区民宿发展协会)可定期在大平安村后营寨和西井峪村等精品民宿所
在地开展民宿人才教育培训座谈会或设立培训基地，组织阶段性社会培训，为需要知识的民宿经营者提
供民宿运营管理培训和经验交流的机会，从而提高民宿经营者整体素质及整体民宿服务质量。如为以怀
旧为主题的民宿提供生活美学鉴赏和设计、摄影技巧、创新素质训练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以生态为主
题的民宿提供农业生态学为以生态为主题的民宿提供农业生态学、环境生态学、资源生态学等相关知识
拓展，为民宿经营者对民宿进行创意性管理提供思路。
4.2.2. 从学校抓起，建立“双师”制度，加强在职教育
1) 建立“双师”制度，多形式教学
作为人才培养基地，高校对于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责无旁贷。一方面，高校可通过设立
民宿学院，打造民宿复合型人才培养课程方案以及线上线下教学结合等方式做好民宿复合型人才培养的
准备工作，培训形式方面，随着 5G 时代到来，互联网普及，在线平台的功能日益丰富，可采用多样化
方式进行人才培训。师资方面，建议采用“双师”制度，为学生配备校内专职导师和校外业内导师，搭
建“产学研”协同联动平台，既要请进来有实战经验的民宿经营者让学生了解业内真实情况，又要让学
生走出去，前往蓟州区实习，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 开展在职教育，提高培训效率
开展在职教育一方面可解决在职民宿经营者专业知识匮乏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在职民宿经营者
拥有实践经验，因此对于在职民宿经营者的培训不仅高效，而且可为高校提供教学案例，因此，高校不
仅可以通过在职教育培养能够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且能够胜任民宿管理部门高层管理工作的民宿 MBA，
而且可以为专业导师培养校内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积累经验和素材。由于攻读 MBA 一般学费较贵，因
此为鼓励蓟州区民宿经营者接受教育，高校应适当降低学费或设立相应奖学金机制。
4.2.3. 在企业培训，创新管理体系，开展校企合作
1) 创新管理体系，激励员工成长
对于有能力的企业可通过建立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训的全套管理体系，让员工前往国外进行民宿管
理培训，或者通过建立良好的薪酬管理制度，给予复合型人才较高的薪资待遇，激发员工潜力，从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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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员工去主动学习成为一名复合型的民宿经营人才。对于一些不具备上述能力的企业，可通过旅游类电
商平台合作，如携程、马蜂窝、美团等平台，完善的民宿评分体系，通过游客对民宿经营者的打分设立
奖惩制度，这样一方面可以监督员工认真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励员工进步。
2) 开展校企合作，实现校企双赢
开展校企合作，人才共享，一方面，企业的员工可以得到专业教授的指导，而且从高校前来实习的
学生日后可增加企业的人才储备；另一方面，高校教授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增加实践经验，丰富履历，
高校学生可以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对民宿业的认知，从而确定其日后复合发展的方向。如可以请民宿专业
导师对员工进行与专业知识相关的，而且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除此之外，还可以定期组织员工前
往拥有优秀民宿经营人才的地区或企业进行调研和学习，如西井峪村、小穿芳峪村等。

5. 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得到了迅猛发展，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柱，对乡村民宿
人才数量及质量上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由于人才培养应符合社会需求，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对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本研究在分析天津蓟州
区民宿经营旅游人才建设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内外其他区域旅游人才培养的经验，结合蓟
州区的发展实际，研究蓟州区民宿经营旅游人才建设的制约因素、素质要求，并围绕政企校安排确立蓟
州区民宿经营旅游人才建设的实施路径，以期解决蓟州区民宿经营瓶颈。本研究属于定性研究类型的文
章，未来可以针对民宿经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进行定量研究，同时从民宿经营旅游人才培养模式、人才
结构及规划、民宿经营专业教育模式、民宿经营课程与教学内容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以增加民宿经
营高级人才，实现民宿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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