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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2019 年 8 月 14 日，《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专家评审会在连州市召开。在审阅《规划》文本并听取汇报单位介绍后，与会专家组和连州市各相

关部门领导就本次规划给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整理汇总后形成如下修改说明：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内容 修改位置
连州市部门意见汇总

01 天光山百里画廊名称修改及道路编号修改，田心村加强设施配套 名称已修改为瑶安百里画廊，田心村增设驿站、厕所、垃圾收集站等设施 P77

02 福山景区提升内容 景区游客中心、旅游厕所、景区入口、景区卫生环境、内部交通环境、标识系统、
购物休息观景设施、管理措施、景区环境保护措施，文化氛围加强、智慧旅游体系等

P135

03 相关人才保障的措施 保障措施部分，进行人才措施深化 P186

04 全域旅游专项资金比例需调整 将旅游专项资金由连州每年 GDP 的 0.3%-0.5% 调整为连州每年 GDP 的 0.1%~0.2% P187

05 资金引进方式 资金保障措施，进行资金引进措施深化 P187

06 绿道建设责任部门改为自然资源局 已修改 P189-193

07 连州地下河道路提升及停车提升纳入连州三年行动计划 已将连州地下河周边道路建设及停车场建设纳入三年行动计划 P193

08 名称更正 东陂旅游小镇改为东陂文旅小镇、高山农牧休闲小镇改为高山农牧生态小镇 全文

09 其余意见 其余意见已尽数修改，含文字内容、别字、图片等内容 全文

专家意见汇总

01 资源分级评价，提炼连州优势资源 对资源综合分析后进行了资源分级，同时提炼连州核心资源 P11-12、P24-26

02 对资源进行分类汇总 进行了资源汇总，绘制乡村资源总图 P14-15

03 强化一大引擎，文化旅居的内容 重新进行核心资源的提炼，深化旅居产品内容，凸显文化旅居核心地位 P24-26、P55

04 市场分析内容薄弱 进行连州旅游市场分析，分析其客源市场及游客客群特征 P27-29

05 总体定位进行优化 进行资源特色分析后，连州发展全域旅游的总体定位修改为“山水古邑，福寿连州” P36

06 规划目标及远景规划需提升 中期将广东省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提升为岭南生态休闲旅居目的地，远期为中国文化旅居休闲目的地 P39

07 空间结构优化 优化原有“一心一核六区七景”的空间结构，修改为”一心一核一环六区八景“ P42

08 进行产品整合，加强与周边县市联动作用 融合连阳地区四县市优势龙头景区，打造连阳旅游合力 P132

09 产品体系构建 根据意见构建连州旅游产品体系，提炼主题产品 P142-143

10 内部交通体系完善 对连州内部交通进行梳理，加强龙头景区交通建设 P170

11 与现有规划及生态红线规划的衔接 结合《连州市城市生态控制线划定规划（2015-2030）》提出保护措施 P182

12 人才引进创新 优化人才引进政策，通过外来引进与内部培养，对口帮扶等措施加强连州人才建设 P186

13 提炼近期工作内容 根据最新国家标准对标全域旅游，根据对标国家标准提出连州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P194-196

14 将旅游发展路径及项目体系由“1+1+6+7+N”调整为“1+1+6+8+N” P40、P43

15 将规划阶段调整为近期 2019-2022；中期 2023-2027；远期 2028-2035 P2

16 修改全域旅游对标标准，重新对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标准 P30-P32



连州全域旅游发展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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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村石兰古寨

冲口村

马带村

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
(AAAA)

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

天龙峡景区

瑶安百里画廊

东岳行宫

 连州地下河（AAAAA）

连州现有优质景区包括：连州地下河（AAAAA）、

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AAAA）、福山景

区（AAA）。本次规划，将 3 个 A 级景区在现有基

础上进行优化，打造连州龙头型景区。

近年，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杨梅洞生

态旅游度假区、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天龙峡景

区、新八村竹海瑶等成为连州重点打造的旅游项

目。本次通过景区提升，规划连州新增 2-3 家 A

级景区，同时通过景区品质提升，打造连州优质

旅游产品体系。

结合乡村振兴与五大发展理念，确立连州

未来重点开发项目。具体包括：粤湘桂交汇旅游

综合服务中心、文化旅居核心旅游片区、天龙峡 -

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湟川三峡旅游度假区、原

乡美丽乡村旅游片区、瑶乡生态体验旅游片区、

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

滨水慢活休闲旅游片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

同时打造东陂文旅小镇、高山农牧生态小镇、连

州摄影小镇等项目以及优化升级石兰古寨、丰阳

古村等古村落。

通过项目打造，深度融合旅游与农业农村

发展，加快连州乡村经济发展，为连州乡村振兴

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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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连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水毓秀、生态优良、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在广东省乃至全中国都具有代表性。丰富的旅游资源为连州

的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已成为大众化的休闲活动，传统的旅游模式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传统

的观光休闲产品面临发展瓶颈难突破问题。连州市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业、加快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旅游业与各产业的融合、推动

连州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 ”转变、全力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建设以“文化旅居为引擎、特色旅游片区为重点、潜力景区为支撑、

产业融合为目的”的全域旅游新格局，特编制《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以下简称《规划》），为连州市全域

旅游发展提供战略指引和工作指向。

本次规划，以“山水古邑，福寿连州”为总体定位，以“1+1+6+8+N”为项目发展体系，打造连州全域旅游的旅游产品体系。在

此基础上聚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城乡环境建设，大力促进连州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形成连州特色旅游产

业格局。积极响应国家利好政策，制定适合连州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为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制定连州全域旅游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明确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部门分工，为政府各部门工作提供抓手。

连州通过全域旅游发展，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更好地关注本地居民的日常休闲生活。让“旅游休闲”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行业，真正实现全域旅游主客共享。通过连州特色旅游片区发展，为连州乡村发展提供产业培育模式和旅游发展方向。通过旅游

与产业融合发展，为连州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最终实现连州旅游业的振兴，实现连州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促进连州乡村振兴，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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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目的

1.6 规划理念

1.2 规划任务

1.3 规划范围

1.4 规划期限

1.5 规划原则
统筹连州市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产业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及其他资源，以全

域旅游为发展路径，促进连州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旅游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基

础设施完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城乡环境提升、乡村旅游发展，促进连

州市旅游转型升级。实现连州市产业融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连州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

全面梳理连州市旅游资源状况，明确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定位、发展模式、发

展路径、空间布局和重点建设项目， 从旅游产品、旅游交通、产业融合、旅游服务

设施、体制机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提供指引，并为连州市

全域旅游发展进行营销策划、保障措施分析，制定连州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本次规划范围为连州市行政区域，包括 12 个乡镇（连州镇、保安镇、星子镇、

龙坪镇、西岸镇、东陂镇、丰阳镇、西江镇、九陂镇、大路边镇、瑶安瑶族乡、三

水瑶族乡），规划总面积约 2663.33 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年限为 2019-2035 年；

近期：2019-2022 年

中期：2023-2027 年

远期：2028-2035 年

一、生态优先、保护性开发

二、因地制宜、集优开发

三、多规合一、全面统筹

四、市场导向、引领发展

连州全域旅游规划范围

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五大发展理念

二、" 旅游与产业 " 融合发展模式

三、文化旅居与生态体验相结合

四、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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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规划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4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修正）

     《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 年）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2003）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 ）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2016）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 50298-1999）

     《旅游规划通则》（GB/T 18971-2003 ）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LB/T 013-2011)

     《导游管理办法》（2018 年）

     《旅行社条例》（2017 年修订）

     《旅游安全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

     《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 （2019 年）

二、国家、省、市政策及相关规划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 （2018 年 -2020 年）》

      《关于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 旅发〔2015〕182 号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3 号）

      《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     

      《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国办发〔2013〕10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62 号）

       《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示范创建重点工作指引（2017-2020）》( 粤旅办〔2017〕204 号 )

      《广东省全域旅游发展报告（2018）》

      《广东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粤府办〔2018〕27 号）

      《广东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粤北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清远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清远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

      《连阳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

      《连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广东省连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4-2025）

      《连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

      《连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连州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连州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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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全域旅游发展条件

       2.1 连州区位交通
       2.2 连州现状分析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4 连州旅游市场
       2.5 对标连州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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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连州区位交通

2.1.1 连州区位

清远市在广东省的位置

连州市在广东省的位置

连州市在清远市的位置

连州市，广东省清远市下辖县级市，位于
广东省清远市北部，东南毗邻阳山县，西南连
接连南县，西北与湖南省蓝山、江华两县相连，
北与湖南省临武县交界，东北靠湖南省宜章县。 

连州自古以来便是是粤湘走廊之重镇，未
来更是大湾区经由清远辐射内地的“北大门”。

连州地理位置优越，周边 200 公里范围内包含了粤湘桂三省十个地级市。同时连州
距周边临近省会城市距离较近，其中距江西省会南昌约 550 公里；湖南省会长沙约 370
公里；贵州省会贵阳约 610 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省会南宁约 430 公里。

连州周边 200 公里城市

连州到南昌约 550 公里

连州到长沙约 370 公里

连州到贵阳约 610 公里

连州到南宁约 430 公里

连州

郴州

永州
贵阳

南宁

长沙
南昌

韶关

清远
梧州

云浮

肇庆

佛山

广州

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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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连州区位交通

2.1.2 连州交通

连州 2 小时交通圈

连州市地处粤湘两省交界，是粤湘交通的
门户。目前连州境内有二广、清连高速，广连
高速已经开工，韶贺高速处于规划中，未来连
州对外交通将十分便利。

连州将规划建设支线机场，规划中的广清
重高铁（广清永段）、韶柳铁路在连州设有站
点。

待连州机场、广清重高铁（广清永段）建
成后，连州对外交通将大大改善，连州将进入
粤港澳大湾区 2 小时交通圈。 

韶柳铁路
广清重高铁（广清永段）

韶贺高速



7

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

2.2 连州现状分析

2.2.1 旅游经济现状 2.2.2 旅游公共服务配套现状

连州旅游公共服务配套统计
2019 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1057.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17%，实现旅游收入

53.65 亿元，同比增长 6.03%。       

结合近五年旅游 GDP、接待游客总数统计分析可以得出，连州市旅游业发展平

稳，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类型 规模 备注

餐饮配套 945 家
在统计的餐饮服务门店有 945 家，以小饭馆、

小门店为主。

住宿配套 140 多家 床位近 8000 个，中高端住宿服务需加强。

旅行社 11家 当地旅行社 3家，其余均为分公司和营业部。

娱乐休闲 ——
娱乐休闲场所以 KTV、电影院为主，集中在城

区，其他乡镇较少。

购物场所 —— 大型购物场所较少，特色商品购物店缺失。

医疗配套 265

综合医院 3 个、公共卫生机构 5 个，基层卫生

机构 253 个。医疗机构床位 1783 张，卫生技

术人员 2410 人。

游客集散

配套
—— 目前，连州市暂无大型游客中心。

旅游标识 ——

目前，连州已成型的景区标识系统完善。部分

乡村旅游景点有设置标识系统，能够实现指

引，为游客服务。

外部交通指引标识可实现镇域之间的指向，同

时部分景区，乡村有设置外部交通指引标识，

整体标识系统规格有待提升，数量有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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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旅游产品体系较为单一，观光旅游仍是旅游市场主体。观光产品仍以连州

地下河（AAAAA）、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AAAA）、福山景区（AAA）

三个 A 级景区为主要支撑。近年，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乡村休闲，文化体验等旅

游产品逐渐兴起，连州的旅游产品体系逐渐丰富，并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2.2 连州现状分析

2.2.3 交通现状 2.2.4  旅游产品现状

观光旅游产品

连州目前交通方式主要以陆路交通为主，通过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与周边省

市形成连通，高铁和支线机场仍处于规划中。

连州现状道路交通
公路 铁路 机场

高速：二广高速、清连高速、广连

高速（建设中）、韶贺高速（规划）

国道：G107、G234、G323 、

          G537

省道：S346、S326

 

 广清重高铁（广清永段）

( 规划中）

韶柳铁路（规划中）

     

连州机场（支线机

场）处于规划选址

阶段。

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
县道
市区

镇区

三水瑶族乡

瑶安瑶族乡

丰阳镇

东陂镇

西岸镇
保安镇

连州市区

S346 省道
G537 国道

S346 省道

G323 国道

G107 国道

九陂镇

龙坪镇

西江镇

星子镇

大路边镇

连州交通现状图

G234 国道

二广高速

清连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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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 ) 国家标准，对连州

市境内的旅游资源进行考察统计，得出连州市旅游资源情况。

对连州市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分级，形成连州市旅游资源调查、分类与评价的

系统化、规范化的成果，为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提供基本依据。

依据国家标准，连州市旅游资源包含了 8 个主类、18 个亚类、48 种基本类型 ( 详

见表 )，共获得主要旅游资源单体 260 多处 ( 类 )。     

连州市旅游资源分类统计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名称

A 
地文景观

AA
自然景观
综合体

AAA 山丘型景观
大东山、静福山、瑶安天光山、挂榜山、
东岳山、天堂岭、簸箕山脉、巾峰山、昆山、

白鹤山

AAC 沟谷型景观
天龙峡、湟川三峡（龙泉峡、楞枷峡、

羊跳峡）

AAD 滩地型旅游地 湟川三峡龙宫滩

AC
地表形态

ACB 峰柱状地景 巾峰、圭峰

ACE 奇特与象形山石 湟川三峡龟山、廖仙岩、崩岗岩

ACD 沟壑与洞穴
连州地下河、大云洞、福星宫、凤凰岩、

上柏场洞暗河

B
水域景观

BA
 河系

BAA 游憩河段
湟川三峡、连江、洭暴水（大路边、星

子河）、泸溪水（丰阳、东陂河）

BAB 瀑布
湟川三峡瀑布群、大东山瀑布、天龙峡

飞瀑、大东山温泉河段

BB
湖沼

BBA 游憩湖区 潭岭天湖湖心岛、潭岭天湖旅游风景区

BC
 地下水

BCA 泉
玉泉、廖仙泉、虎跑泉、廉泉、涌泉、

大东山温泉、上田温泉、车田温泉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名称

C
生物景观

CA
植被景观

CAA 林地
龙坪林场，大东山自然保护区、南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十万亩油茶

CAB 独树与丛树 银杏树、枫树、黄村古树、福山红椎树

CAD 花卉地 畔水花海、水路田紫薇花基地

CB
野生动物
栖息地

CBA 水生动物栖息地 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

CBB 陆地动物栖息地
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老虎、云豹、穿山

甲 、猕猴栖息地

CBC 鸟类栖息地
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金腰燕、灰山椒鸟

等国家一级、二极保护动物栖息地

D
天象与气候

景观

DA 天象景观 DAA 太空景观观赏地 瑶安百里画廊

DB 天气与气
候现象

DBA 云雾多发区 潭岭天湖、天光山

E
建筑与设施

EA
人文景观
综合体

EAB 军事遗址与古战场

岳家军营垒遗址、15 号信箱遗址、701 兵
工厂遗址、702 兵工厂遗址、711 兵工厂
遗址、713 兵工厂遗址、101 兵工厂遗址、
岭南军事工具厂遗址、星光军事模具厂遗
址、利华军事加工厂遗址、东方红兵工厂
遗址、385 兵工仓库遗址、潭岭电厂遗址、

省三厂遗址

EAD 建设工程与生产地 山塘华润风力发电基地

EAE 文化活动场所

连州中山公园、连州市文化广场、大东山
自然保护区、冯达飞故居、惠爱医院——
红七军伤病员治疗处旧址、大路边革命烈

士纪念碑

EAF 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 湟川三峡、潭岭天湖、大东山休闲度假区

EAG 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
福山古寺、谢家祠、黄损祠、陈氏宗祠、

湾村门楼、古华寺

EAI 纪念地与纪念活动场
所

连州市博物馆、冯达飞故居、连州中山纪
念堂、崇岳堂、中共连（连县、连山）阳
（山）乳（源）工委党训班旧址、中共东
陂支部旧址、刘禹锡纪念馆、抗战纪念馆、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陈列馆

2.3.1  全域资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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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名称

F
历史遗迹

FB
非物质类文

化遗存

FBA 民间文学
《连州古村遗韵》、《连州历代名人》、《连州

民俗大观》、《连州民间故事》等

FBB 地方习俗
大神会、潭岭山歌、舞火狮，棉被节、舞火龙、

抬大神

FBC 传统服饰装饰 过山瑶服饰、瑶族刺绣

FBD 传统演艺

粤剧、祁剧、采茶剧、唱春牛、唱调子、抬大神、
舞龙、十八种舞狮、舞马鹿、舞火龙、舞水族、

舞马灯、抬花桥、撑旱船、踩高脚、耍歌堂、扭秧歌、
打腰鼓、山歌堂、舞木狮、装古事、瑶族长鼓舞、

十样锦唱八音

FBE 传统医药 黄柏、黄连、黄精、金银花、溪黄草、玉竹、百合

FBF 传统体育赛事 扒龙船

G
 旅游购品

GA
农业产品

GAA 种植业产品及制
品

连州三宝（黄精、蜜枣、龙须草）、水晶梨、赤
蕨北江河鲜、冰糖桔、角鸡、连州鸡、芒鼠、云
雾茶、百花冬蜜、瑶山山楂茶、沙田柚、瑶家黑

米、瑶山薯脯、连州白茶、星子豆沙饼、沙坊粉、
东陂水角糍、草叶糍、炸油糍、灰水糍、艾糍、

星子白角糍、灯盏糍、磨芋豆腐
GAC 畜牧业产品与制

品
东陂腊味、保安全狗宴、山塘豆腐席、丰阳牛肉干、

星子扣肉、瑶家火烟肉、潭岭禾蛙仔
GC

手工工艺品
GCE 金石雕刻、雕塑

制品
石兰寨民间石板雕、根雕

H
 人文活动

HA
人事活动记

录
HAA 地方人物

黄损、刘禹锡、韩愈、岳飞、张浚、张栻、元结、
周敦颐、陈拙、冯达飞

HB
岁时节令

HBB 农时节庆 桃花节、荷花节、水晶梨节、菜心节

HBC 现代节庆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春节“唱春牛”、正月“祀封”
节、春社“聊社饭” 、四月初八“请姑姑”、 四
月十四“放花炮”、五月初五赛龙舟、六月初六“洗
菩萨”、八月中秋“舞火龙”、九月重阳“抬大神”、

瑶族盘王节

增加的基本类型：

A
地文景观

AA
自然景观
综合体

AAZ 矿点矿脉与矿石
集聚地

大东山岩体北西端南缘的内外接触带有色金属、
贵金属

B
水域景观

BD
冰雪地

BDZ 冰川侵蚀遗迹 天龙峡第四纪冰川遗址

数量统计：8 主类，18 亚类，48 基本类型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名称

E
建 筑 与 设

施 

EB
实用建筑与
核心设施

EBA 特色街区
市区中山南路、城隍街、东陂石板街、骑田岭古道、

丰阳古道

EBB 特性屋舍

黎水古村、东村江古村、易家古村、大路边古村、
凤头古村、丰阳古村、石兰古寨、黄村、卿罡村、
东陂、白家城古村、顺头岭古村、南天门古村、
冲口古村、三洲古村、朱岗、昆陂古村、沙坪古
村、凤头古村、三槐堂、妙冲村、老滂塘村、油

田古村、大元古村、山洲古村、上河古村、孺子堂、
大梓糖村、榜水村、元壁古村、马带村、凤头岭、
塘头坪、陶母桥、沙坊村、南坪村、楼村、东村

EBE 桥梁 陶母桥、白牛桥、福星桥

EBG 堤坝段落
潭岭天湖、茅坪水库、湟川三峡上游龙船厂船闸、

三水水电站

EBJ 陵墓

连州烈士陵园、连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大路边革
命烈士纪念碑、梁家水革命烈士纪念碑、大岭革
命烈士纪念碑、竹子墩汉墓、瓦窑岗墓群、雷公

山墓群、龙口村墓群、邓鲁墓、孟宾于墓、石文德墓、
白祖六郎墓

EBO 特色店铺 连州柏木山旅游特产专卖

EC
景观与小品

建筑

ECC 亭、台、楼、阁

燕喜亭、韩愈思乡亭、流杯亭、卧龙亭、双溪阁、
丰阳村古戏台、清风楼、半岭牌坊（包括马象乾

墓）、茶亭、交信亭、进士亭、览翠亭、长安亭、
铁城亭

ECF 碑碣、碑林、经幢
巾峰山摩崖石刻、大云洞摩崖石刻、燕喜山摩崖

石刻、岳荣岭摩崖石刻、湟川三峡龙宫滩摩崖石刻、

ECI 塔型建筑 慧光斜塔

F
历史遗迹

FA
物质类

文化遗存
FAA 建筑遗迹

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遗址、丰溪古庙、福山寺遗
址、连州古城遗址、陈巷村遗址、虎头脑遗址、
连州旧署遗址、连州学宫遗址、界山关遗址、岳
家军营垒遗址、官埠头遗址、学院考棚遗址、燕

喜书院遗址、连州牛墟、河西天光墟、东陂老墟、
南天门古道、东陂古街、石兰寨岳飞兵营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1  全域资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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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2  旅游资源分级评价

代表资源

资源要素价值 资源影响力 附加值

得分 等 级
观赏游憩使用

价值(30)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

价值(25)

珍稀奇特程度

(15)

规模丰度与几

率(10)

完整性

(5)

知名度与影响力

(10)

适游期或适用范

围(5)

环境保护与环境

安全

自然

资源

连州地下河 28 23 12 9 5 10 4 + 91 五级

湟川三峡 24 19 12 8 5 7 4 + 79 四级

潭岭天湖 21 19 12 8 5 6 4 + 75 四级

福山景区 25 15 12 7 4 6 4 + 77 四级

大东山温泉旅游

度假区
21 12 8 7 4 4 4 + 60 三级

连江 18 12 9 6 4 7 4 + 60 三级

天龙峡 18 15 13 7 4 4 4 + 65 三级

车田、上田温泉 12 12 8 5 4 4 3 - 48 二级

瑶安百里画廊 18 12 10 8 5 4 4 + 61 三级

历史

遗迹

骑田岭古道 22 19 8 7 4 8 3 + 71 三级

丰阳古道 22 17 8 5 4 4 3 + 63 三级

燕喜山 18 18 8 6 4 4 4 + 62 三级

慧光塔 18 19 13 5 5 3 4 + 67 三级

巾峰山摩崖石刻 13 15 7 5 4 3 4 + 51 二级

大云洞摩岩石刻 12 13 7 5 4 3 4 + 48 二级

兵工厂遗址 12 13 8 6 2 2 4 + 51 二级

资源评价采用“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该系统设置了“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和“附加值”三个评价项目。其中，“资源要素价值”项目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历史文

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等 5 项评价因子；“资源影响力”项目中含“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或使用范围”等 2 项评价因子；“附加值”含“环

境保护与环境安全”一项评价因子，总分为 100 分。

按得分高低将旅游资源分为五个等级 , 从高级到低级为：五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 90 分；四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 75 － 89 分；三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 60 － 74 分；二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

≥ 45 － 59 分；一级旅游资源，得分值域≥ 30 － 44 分。其中，五级旅游资源称为“特品级旅游资源”；五级、四级、三级旅游资源被通称为 " 优良级旅游资源 "；二级、一级旅游资源被称为 " 普通级旅游

资源 "。

连州主要旅游资源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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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丰阳古村 22 19 9 7 4 5 4 + 70 三级

卿罡古村 22 19 9 7 4 5 4 + 70 三级

石兰古寨 22 19 9 7 4 5 4 + 70 三级

冲口古村 15 13 7 3 3 2 4 + 47 二级

马带村 15 13 7 3 4 2 4 + 48 二级

白家城村 15 13 7 3 2 2 4 + 46 二级

黎水村 15 13 7 3 3 2 4 + 47 二级

沙坊村 17 15 9 5 4 7 4 + 61 三级

新八村 19 15 4 4 3 4 4 + 53 二级

人文

活动

冯达飞故居 20 19 10 4 4 7 4 + 68 三级

刘禹锡纪念馆 18 18 8 7 4 6 5 + 66 三级

连阳擎天田园综

合体
17 12 5 7 4 4 3 + 52 二级

连州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
20 18 9 6 4 6 2 + 65 三级

连州节庆习俗 23 18 7 5 3 5 2 + 63 三级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2  旅游资源分级评价

通过分析，连州目前五级资源包括连州地下河资源；四级资源有湟川三峡、潭岭天湖、福山等资源；三级资源以村落、人文、自然山水为主要类型。

连州优良级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但目前开发强度较低。未来对连州优良级资源及普通资源进行组合搭配后，为连州旅游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马力。



13

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

资源定位 : 秦汉千年古邑，岭南山水画廊。
根据连州旅游资源类型统计，分析连州资源特色，本次规划，将连州旅游特色资源类型概括为三大类型，分别是文化资源、乡村资源、自然生态资源。

乡村资源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

人文荟萃
源远流长

山水毓秀
生态优良

原乡风情
淳朴农家

古文化 山

岭

古村落

红色文化 水

美丽乡村

乡村农产品

名人文化

美食文化

长寿文化

古道：骑田岭古道
          丰阳古道
古村：十六个中国传统村落
          二十三个广东省古村落
古迹：燕喜历史文化园古迹群、
慧光塔、中山南古骑楼街、大云
洞石刻群、连州古八景、东岳行
宫等

巾峰山、昆山、福山、大东山、
天光山等

潭岭、顺头岭、凤头岭、茅结岭、
南风坳、天堂岭等

十六个中国传统村落
二十三个广东省古村落

红色文化遗址、红色文化村、烈士纪
念碑、惠爱医院旧址、冯达飞故居等

湟川、潭岭天湖、连江、东陂河、
保安河、星子河、温泉等

畔水村、夏东村、新八村、李屋村、
曹屋村

水晶梨、鹰嘴桃、菜心、番薯等

本籍：唐珍（东汉）、刘瞻（唐）、
陈拙（晚唐）、石文德（五代）、
黄损（五代）、陈铨、陈铸（北宋）、
冯达飞（民国）等
客籍：刘禹锡（唐）、韩愈（唐）、
周敦颐 ( 北宋）、张栻（南宋）等

连州菜心、水晶梨、鹰嘴桃、东陂
腊味、丰阳牛肉干、星子红葱等

自然生态资源

连州全域旅游资源类型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3  连州旅游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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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八村

福山景区 (AAA)

中山路商埠古街
连州摄影博物馆 慧光塔、惠爱医院旧址

连州博物馆、刘禹锡纪念馆、燕喜文化园

星光厂旧址

卿罡村

元璧村

老铺（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百土脚（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白牛桥（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丰阳古村（丰阳古道精品段）

白家城村

畔水村

挂榜瑶寨

东村（丰阳古道精品段）
石兰古寨

冲口村

马带村

前江铺（丰阳古道精品段）

冯达飞故居
东陂石板街（丰阳古道精品段）
东陂村（丰阳古道精品段）

已开发文化资源点 （8 个）

未开发文化资源点 （12 个）

全域资源开发分布图

黄村

马渡坪村

大围村

水路田村

曹屋村九耀水
李屋村

南坪村
豆地村

大路边古村、十万亩油茶、百台华润
风力发电风车

黎水村
楼村

东村江

大元村
华村

凤头村

沙坊村

石角村

奎池

夏东村

看坪村

下元福

高山村

塘头坪

已开发乡村资源点  （8 个）

未开发乡村资源点（17 个）

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 (AAAA)

天龙峡景区

星子湿地

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杨梅古洞

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

车田温泉

上田温泉
潭岭天湖

瑶安百里画廊

东岳行宫

龙坪林场

连州地下河（AAAAA)
已开发生态资源点（6 个）

未开发生态资源点（10 个）

巾峰山

顺头岭

南风坳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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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 乡村资源 生态资源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刘禹锡纪念馆 慧光塔 夏东村

曹屋村 看坪村

畔水村 田心竹海

潭岭天湖 大东山温泉瀑布

新八竹海

天龙峡李屋村

水路田村

燕喜文化园瑶族长鼓舞

惠爱医院旧址 燕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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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景区 (AAA)

中山路商埠古街
连州摄影博物馆 慧光塔、惠爱医院旧址

连州博物馆、刘禹锡纪念馆、燕喜文化园

星光厂旧址

卿罡村

元璧村

老铺（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百土脚（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白牛桥（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丰阳古村（丰阳古道精品段）

白家城村

挂榜瑶寨

东村（丰阳古道精品段）石兰古寨

冲口村

马带村

前江铺（丰阳古道精品段）

冯达飞故居
东陂石板街（丰阳古道精品段）
东陂村（丰阳古道精品段）

已开发文化资源点 （8 个）

未开发文化资源点 （12 个）

文化资源开发分布图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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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摄影博物馆 连州博物馆

前江铺（丰阳古道精品段）

石兰古寨元壁村 卿罡村 连州福山景区

惠爱医院旧址 中山路商埠古街

慧光塔

特色文化资源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丰阳古村（丰阳古道精品段）

冯达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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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村

马渡坪村

大围村

水路田村

曹屋村九耀水
李屋村

南坪村
豆地村

大路边古村、十万亩油茶、百台
华润风力发电风车

黎水村
楼村

东村江

大元村
华村

凤头村

沙坊村

石角村

奎池

夏东村

看坪村

下元福

高山村

塘头坪

已开发乡村资源点（8 个）

未开发乡村资源点（17 个）

乡村资源点开发分布图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新八村

畔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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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池

黎水村

马渡坪村 高山村 看坪村 下元福

大路边村

石角村 东村岗村沙坊村

特色乡村资源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新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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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地村

李屋村

夏东村

水路田村 曹屋村

黄村

九耀水

大围村

南坪村

特色乡村资源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畔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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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
旅游区 (AAAA)

天龙峡

星子湿地

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杨梅古洞

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

车田温泉

上田温泉
潭岭天湖

瑶安百里画廊

东岳行宫

龙坪林场

连州地下河（AAAAA)

已开发生态资源点（6 个）

未开发生态资源点（10 个）

生态资源点开发分布图

巾峰山

顺头岭

南风坳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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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态资源

潭岭天湖

天龙峡

湟川三峡

龙坪林场 

连州地下河

车田温泉 杨梅古洞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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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态资源

瑶安百里画廊

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 东岳行宫

星子湿地巾峰山 顺头岭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4  连州旅游资源分类与分布

田心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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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是第一批入选“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城市，其境内 80 岁以上的老人逾 12000 人，百岁老人近千人。致使连州出现如此多长寿老人，具备连州中国长寿之乡称谓的因子有：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5  连州全域旅游发展核心资源

文化旅居极佳环境与资源

优质的空气

优良的自然生态基底

健康的美食 宜居的氛围

温泉 ……

福寿文化

四季分明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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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连州，休闲是给人的第一感觉。这里有休闲的生态环境、休闲的农业体验、休闲的人居环境、休闲的文化氛围、休闲的日常活动······

这里的生活是休闲的，撇开城市的喧嚣与熙攘，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舒适。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5  连州全域旅游发展核心资源

舒适宜人的休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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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历史源远流长，是广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来，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连州独树一帜的湟川文化。连州文化由名人文化、
民俗文化、古道文化、石刻作品、红色文化、美食文化、宗教文化、多民族交汇等组成，湟川文化是连州文化的精华和亮点。

2.3 全域旅游资源分析
2.3.5  连州全域旅游发展核心资源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郁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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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连州旅游市场现状
2.4  连州旅游市场

2019 年，连州游客接待量突破 1050 万人次，是连州旅游产业的一次重大突破。通过网络指数进行近年来连州旅游市场分析，可以得出连州目前仍以连州地下河、湟川三

峡为旅游吸引物。其他内容，如连州国际摄影展、连州农产品，连州文化等暂未列入搜索关键字。

从表中统计可以得出，近年来，连州旅游人次逐年递增，2016 年，增长率达到

了 10.58%。2016 年，连州开始加大乡村旅游的推广，推出多次农事节庆，同时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为连州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8 年、2019 年增长率逐年下降，符合市场规律。根据国家目前对旅游的重视

及旅游市场的火爆发展，可以反映出连州旅游发展呈现疲态，其中很大原因是旅游产

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因此为了更好的发展连州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是连州旅游

发展的必由之路。

      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得出的指数分析表明，地下河，湟川三峡仍是目前连州旅游的

主要吸引物，尤以地下河 AAAAA 级景区突出。因此，连州未来应继续加强连州地下

河的建设，加强地下河景区的宣传工作。

数据来源：连州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连州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百度搜索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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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度搜索指数

2.4  连州旅游市场

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得出的指数分析表明：目前，广东仍是连州旅游的主力客源地，湖南、广西次之。其中珠三角城市仍是旅游主力市场，湖南长沙及清远本次市场同时占

一部分比例。

同时，关注人群方面，以 20-50 岁为主力人群，对连州旅游整体关注度方面，男女比例约为 7：3。

2.4.1  连州旅游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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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连州旅游市场

根据历年，连州游客人群特征分析，连州基础市场仍为清远及周边城市，核心市场仍以珠三角地区游客为主，机会市场为全国几大经济区，消费能力
高及暖冬度假区域的游客。未来，广清重高铁（广清永段）开通后，成渝城市群有望成为连州继珠三角后第二大旅游核心主力市场。

依托优质的环境、优良的景区，以及连州国际摄影展的名气，连州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客源基础。

2.4.2  连州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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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全域旅游创建自评
由于目前广东省尚未出台针对性的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但是 2018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里指出：省旅

游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验收标准，制定相关评定办法，分批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工作。因此，连州在进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前，可先根据

2019 年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 ( 试行）》进行自评，再根据自评结果针对性的查漏补缺，确保创建工作更能落到实处。

序号 验收指标 细项 分值 连州现状和差距 得分

1 体制机制
（90 分）

1、领导体制：建立全域旅游组织领导机制，把旅游工作纳入政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 20 目前连州暂时没有成立全域旅游组织领导机制。 0

2、协调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共同参与的旅游综合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25 已有旅游综合协调机制，需要联动部门进一步完善。 7

3、综合管理机制：建立旅游综合管理机构，健全社会综合治理体系。 20 旅游综合管理机制暂未建立。 8

4、统计制度：健全现代旅游统计制度与统计体系，渠道畅通，数据完整，报送及时。 15 连州目前统计制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最好与国内大型 OTA 平台达成数据共享合作。 6

5、行业自律机制：建立各类旅游行业协会，会员覆盖率高，自律规章制度健全，行业自律效果良好。 10 目前连州旅游行业协会种类少，覆盖率低，行业自律效果较差。 0

2 政策保障
（140 分）

1、产业定位：旅游业被确立为主导产业，地方党委或政府出台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和
实施方案，相关部门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文件。 20 连州目前主导产业仍然是农业，旅游业逐渐成为优势产业。 1

2、规划编制：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编制全域旅游规划和相应专项规划，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等配套文件，
建立规划督查、评估机制。 20 连州市的全域旅游规划正在编制当中。规划将详细分解创建任务，将全域旅游创建纳入年度

考核，并加强考核督办。 11

3、多规融合：旅游规划与相关规划深度融合，国土空间等规划满足旅游发展需求。 20 目前，连州旅游规划需进一步加强与相关规划的融合，实现多规合一。 14

4、财政金融支持政策：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统筹各部门资金支持全域旅游发展，出台贷款贴息政策，
实施旅游发展奖励补助政策，制定开发性金融融资方案或政策。 30 目前有旅游发展资金，但未设立全域旅游专项资金。 2

5、土地保障政策：保障旅游发展用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年度用地计划中优先支持旅游项目用地。
有效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促进土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构建旅游用地保障新渠道。 30 连州尚未制定支持全域旅游创建的相关土地保障指导性政策文件。 0

6、人才政策：设立旅游专家智库，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引进和旅游培训机制，实施旅游人才奖励政策。 20 连州人才引进奖励政策需进一步加大力度。 8

3 公共服务
（230 分）

1、外部交通：可进入性强，交通方式快捷多样，外部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完善。 20 目前，连州有两条高速，广连高速等正在规划建设，未来能形成高速，铁路，高铁，航空全
体系交通网络。 12

2、公路服务区：功能齐全，规模适中，服务规范，风格协调。 15 连州高速公路几大服务功能齐全、规模适中，服务规范。 11
3、旅游集散中心：位置合理，规模适中，功能完善，形成多层级旅游集散网络。 20 目前连州还未建成完善的多层级旅游集散网络体系。 0
4、内部交通：内部交通体系健全，各类道路符合相应等级公路标准，城市和乡村旅游交通配套体系完善。 30 连州内部交通道路体系一般，需进一步提升。 15
5、停车场：与生态环境协调，与游客流量基本平衡，配套设施完善。 15 停车场基本上依附景区存在，社会旅游停车场正在加强建设。 10
6、旅游交通服务：城市观光交通、旅游专线公交、旅游客运班车等交通工具形式多样，运力充足，弹
性供给能力强。 20 目前连州旅游交通服务弹性供给薄弱，暂时无定制的旅游专线公交及客运班车。 7

7、旅游标识系统：旅游引导标识等系统完善，设置合理科学，符合相关标准。 25 目前连州全域旅游旅游标识系统有基础，仍需要重新设计制作，合理布置，符合规范。 9

8、游客服务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和游客服务点设置科学合理，运行有效，服务质量好。 20 现阶段连州游客中心、服务点大多数均依附景区景点而存在，暂时没有做好全域旅游游客服
务中心体系网络构架。 15

9、旅游厕所：“厕所革命”覆盖城乡全域，厕所分布合理，管理规范，比例适当，免费开放。 30 连州厕所革命仍需加强，部分景点厕所不达标，需加紧改进。 17

10、智慧旅游：智慧旅游设施体系完善、功能齐全、覆盖范围大、服务到位。 35 连州智慧旅游进程还在初期阶段，功能体系均不完善。 11

2.5 对标连州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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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验收指标 细项 分值 连州现状和差距 得分

4 供给体系
（240 分）

1、旅游吸引物：具有品牌突出、数量充足的旅游吸引物。城乡建有功能完善、业态丰富、设施配套的
旅游功能区。 50

整体来说连州旅游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全市拥有 A 级景区三家，但其他景区景点吸引力弱；
休闲度假康体等新型高端旅游产品、大众旅游产品还在规划阶段，转型升级缓慢，不能满足
游客不同层次的需求。

38

2、旅游餐饮：餐饮服务便捷多样，有特色餐饮街区、快餐和特色小吃等业态，地方餐饮（店）品牌突出，
管理规范。 35 连州餐饮供给集中在城区，餐饮样式丰富，但缺少地方特色。 14

3、旅游住宿：星级饭店、文化主题旅游饭店、民宿等各类住宿设施齐全，管理规范。 35 连州酒店以经济型为主，星级酒店较少，民宿处于初级阶段。 11

4、旅游娱乐：举办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演艺、休闲娱乐和节事节庆活动。 35 连州民俗节事丰富，其他休闲娱乐较少。 11

5、旅游购物：地方旅游商品特色鲜明、知名度高，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规范。 35 连州地方旅游商品特色鲜明丰富，但是缺乏旅游影响力，使特色商品仍处于藏在深闺人不识
的状况。 0

6、融合产业：大力实施“旅游 +”战略，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 50 目前连州正在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振兴。 5

5
秩序与安全
（140 分）

1、服务质量： 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宣传、贯彻和实施各类旅游服务标准。 20 连州旅游起步相对较晚，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各类旅游服务标准有待落实。 0

2、市场管理：完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整合组建承担旅游行政执法职责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
建立旅游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制定信用惩戒机制，市场秩序良好。 25 目前连州旅游市场秩序较好，但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仍需提升完善。 9

3、投诉处理：旅游投诉举报渠道健全畅通有效，投诉处理制度健全，处理规范公正，反馈及时有效。 20 连州旅游投诉举报渠道仍需加大力度。 7

4、文明旅游：定期开展旅游文明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推行旅游文明公约，树立文明旅游典型，妥善处置、
及时上报旅游不文明行为事件。 20 连州正在积极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旅游宣传得力。 8

5、旅游志愿者服务：完善旅游志愿服务体系，设立志愿服务工作站点，开展旅游志愿者公益行动。 15 目前连州市有志愿服务组织，但旅游志愿者服务仍需进一步加强。 11

6、安全制度：建立旅游安全联合监管机制，制定旅游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安全演练。 12 连州暂未建立旅游安全联合监管机制，但有相关旅游安全培训演练开展。 12

7、风险管控：有各类安全风险提示、安全生产监督管控措施。 18 连州风险管控现阶段处于初期化，需尽快提升。 15

8、旅游救援：救援系统运行有效，旅游保险制度健全。 10 连州旅游已经形成基础救援体系，旅游保险制度有待健全提升。 4

6 资源与环境
（100 分）

1、资源环境质量：制定自然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保护措施和方案。 24 连州自然资源优良，文化资源丰富；已出台相关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发展规划和政策。 20

2、城乡建设水平：整体风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城乡建设保护措施完善。 16 连州需进一步加强对市中心城区的建设规划管理，整体城乡建设整体风貌地方性特色不强。 13
3、全域环境整治：旅游区、旅游廊道、旅游村镇周边洁化绿化美化，“三改一整”等工程推进有力，
污水和垃圾处理成效显著。 20 连州八小工程建设有序进行，定期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河流环境整

治以及乡村绿化美化等工作。 13

4、社会环境优化：广泛开展全域旅游宣传教育，实施旅游惠民政策，旅游扶贫富民方式多样，主客共
享的社会氛围良好。 40 连州已开展相关全域旅游宣传教育，努力发展旅游，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目标。 17

7 品牌影响
（60 分）

1、营销保障：设立旅游营销专项资金，制定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办法。 15 暂未设立旅游营销专项资金，也未制定旅游市场开发奖励办法。 0

2、品牌战略：实施品牌营销战略，品牌体系完整，形象清晰，知名度和美誉度高。 15 目前连州品牌营销战略体系不完整，知名度和美誉度不高。 13

3、营销机制：建立多主体、多部门参与的宣传营销联动机制，形成全域旅游营销格局。 10 连州并没有建立宣传营销联动机制。 7

4、营销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品牌营销，创新全域旅游营销方式。 10 连州营销方式多样，在紧扣主题、创新方面需要提升。 2

5、营销成效：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游客数量稳定增长。 10 目前连州品牌营销略见成效，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0

续上表

2.5 对标连州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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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标连州全域旅游

序号 验收指标 细项 分值 连州现状和差距 得分

8 创新示范
（200 分）

1、体制机制创新：具有示范意义的旅游领导机制创新（6 分）、协调机制创新（6 分）、市场机制创新（6
分）、旅游配套机制创新（6 分）；旅游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创新（6 分）；旅游治理能力创新（6 分）；
旅游引领多规融合创新（8 分）；规划实施与管理创新（6 分）

50 目前连州体制机制相关创新较弱，未见成效。 7

2、政策措施创新：全域旅游政策举措创新（6 分）；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创新（6 分）；旅游投融资举
措创新（6 分）；旅游土地供给举措创新（6 分）；人才政策举措创新（6 分）。 30 连州关于全域旅游相关相关保障政策暂未出台。 7

3、业态融合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创新（10 分）；产业融合业态创新（10 分）；旅游经营模式创新（10
分）。 30 连州目前在不断探索旅游经营模式创新举措。 11

4、公共服务创新：旅游交通建设创新（8 分）；旅游交通服务方式创新（8 分）；旅游咨询服务创新（8
分）；“厕所革命”创新（8 分）；环境卫生整治创新（8 分）。 40 目前连州公共服务创新也在探索初期阶段。 9

5、科技与服务创新：智慧服务创新（10 分）；非标准化旅游服务创新（10 分）。 20 连州智慧旅游正在初期阶段。 3

6、环境保护创新：旅游环境保护创新 8 连州紧抓工业环保和生态环保，并正在探索相关创新举措。 2

7、扶贫富民创新：旅游扶贫富民方式创新（8 分）；旅游创业就业方式创新（4 分）。 12 连州市正在开启新时期精准扶贫工作，建设扶贫数据平台，同时加强就业创新。 3

8、营销推广创新：营销方式创新 10 连州部分景区创新采用微信、APP、直播平台进行品牌营销。 2

总分 1200 439

9 不予审核项

1、重大安全事故：近三年发生重大旅游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 连州近三年内暂无重大安全事故。 —

2、重大市场秩序问题：近三年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旅游负面舆情、旅游市场失信等市场秩序问题的。 — 连州近三年暂无重大市场秩序问题。 —

3、重大生态环境破坏：近三年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的。 — 连州近三年没有出现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

4、旅游厕所：“厕所革命”不达标。 — 连州暂未完成“厕所革命”相关工作，“厕所革命”暂不达标。 —

主要扣分项

1、安全生产事故：近三年发生旅游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理不及时，造成不良影响的 -35 连州近三年内暂无安全生产事故。 0

2、市场秩序问题：近三年发生旅游投诉、旅游负面舆情、旅游市场失信等市场秩序问题，处理不及时，
造成不良影响的 -30 连州近三年有发生过投诉事件，但是相关处理及时公正。 0

3、生态环境破坏：近三年发生生态环境破坏事件，处理不及时，造成不良影响的 -35 连州近三年没有出现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0

合计 439

续上表

自评结论：
目前，连州市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1200 分的总分，连州目前仅能得 439 分，距离验收标准 950 分仍有差距。

因此，连州在全域旅游打造过程，需根据创建指标和创建标准一一进行对应提升，落实责任到各部门，加强考核，确保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顺利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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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连州全域旅游总体战略

       3.1 发展战略
       3.2 全域建设思路
       3.3 总体定位
       3.4 形象定位
       3.5 宣传口号
       3.6 发展目标
       3.7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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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片区辐射

统一规划，差异发展

四全产品，多元融合

区域联动，共同发展

结合连州实际，规划连州以片区旅游为主的全域旅游模式，通过各个片区的发展带动连州全域旅游发展。通过片区内各景点的发展，辐射周边区域，

带动周边区域的就业、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统一进行连州基础设施配套，道路交通，绿道、厕所等设施的规划建设，将连州文化元素进行植入，形成全域整体性。设施整体统一建设的同时进行

产品产业差异化发展，不同片区旅游产品产业各有特色，各个村落发展业态各有不同，形成“一区一色、一村一品，整体规划，差异发展“的全域旅游新

局面。

综合进行产品设计，着重打造“全景、全时、全产、全季”四大旅游产品框架，将自然山水、人文地理、地方文化、产业、气象物候进行多元融合，

打造适合各片区的，特色化发展的旅游产品体系。

“骑田岭古道”是贯穿粤湘的古驿道交通，分布区域包括阳山、湖南等地。针对古驿道的发展，应进行区域联动，共同发展，通过打造跨县域跨省域

的大型活动实现区域联动，共同将“骑田岭古道”的名气打响，实现古驿道活化。

3.1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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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域建设思路

一大引擎，三大支柱，七大融合
一大引擎

三大支柱

七大融合

文化——以历史、福寿文化为引领 乡村——古村落全省最多 生态——生态优良、森林氧吧

依托连州“中国长寿之乡”名片、优良的自然生态、优质的温泉资源，形成连州以“文化旅居”为引擎的全域旅游新格局。结合其

他旅游发展模式，推动连州全域旅游发展，全面带动连州全域乡村振兴。

通过“农业 + 旅游”、“文化 + 旅游”、“体育 + 旅游”、“康养 + 旅游”、“美食 + 旅游”、“摄影 + 旅游”、“乡村 + 旅游”

七大融合模式， 培育连州全新旅游业态及产品。

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摄影文化、福寿文化

生态文化、民族文化

民俗文化、美食文化

十六个中国传统村落

二十三个广东省古村落

美丽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农业发展

连州地下河、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生态湿地

森林覆盖率 72.3%

湟川三峡、山水风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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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总体定位

山水古邑，福寿连州
定位阐述：

01. 资源载体

连州山水自古以来就为文人志士所称道，山势巍峨、水流滔滔，甚至壮观雄伟；连州设县历史久远，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

其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气息浓郁；同时连州还有优质的福寿文化底蕴，静福山、温泉、优良的生态环境等造就了连州福寿

之乡的美誉。

02. 影响力

连州是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摄影之城、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水晶梨之乡、广东历史文化名城，同时连州的摄影

展在世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中国唯平遥国际摄影展可与其媲美。近年，连州的农产品在中国已具备一定的知名度。

03. 城市需求

得益于生态的同时受生态制约，连州经济发展起步较为缓慢，在生态基础上发展观光、康养、休闲将成为连州未来发

展的重心，借助旅游大环境，打造“山水古邑，福寿连州”的城市旅游品牌，为连州的全域旅游、城市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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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形象定位

人文荟萃、毓秀连州
唐珍（东汉）、刘瞻（唐）、陈拙（晚唐）、石文德（五代）、黄损（五代）、

陈铨、陈铸（北宋）、冯达飞（民国）······

刘禹锡（唐）、韩愈（唐）、周敦颐 ( 北宋）、张栻（南宋）······
从古至今，这里名人汇集，名家辈出。

“剡溪若问连州事，惟有青山画不如。”湟川山水画廊······
在刘禹锡，韩愈等人眼中，连州山水冠南陬，人杰地灵，是当之无愧的聚福之地。

       在连州这座福寿文化浓厚的千年古邑里，让我们一起体会其荟萃的历史人文，享受其毓秀的自然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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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宣传口号

资源认同型 价值认同型 情感召唤型

游连州，好享寿

原味连州
享寿山水

天然享寿
美食连州

梦得山水
诗豪善地

回归自然的怀抱
体验山水的幽静
感受寿乡的气息

感受天然食材的鲜美
体会地方风味的独特
享受长寿美食的滋养

在一代诗豪刘禹锡眼中，这里的山水如画而画不如，
这里名为荒服，实为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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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发展目标

明确阶段目标，构建愿景目标

核心指标 2022 年 2027 年 2035 年 产业定位

重点突破阶段（2019~2022 年） —— 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全域构建阶段（2023~2027 年） —— 岭南生态休闲旅居目的地 +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品牌升级阶段（2028~2035 年） —— 中国文化旅居休闲目的地

旅游总人数

旅游总收入

旅游人均消费

1120 万人次

72.8 亿元

650 元

1400 万人次

98 亿元

700 元

2200 万人次

176 亿元

800 元

高端服务业的引领产业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幸福导向的富民产业

从游客量到旅游收入到人均消费全方位量效同增

努力实现效益数量双增长，旅游人数、旅游人均消费水平稳步提升，促进连州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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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发展路径

文化塑魂、聚焦“1”个中心、做好“1+6+8+N”、
打造连州特色发展路径

综合连州整体情况，结合连州发展优势，形成连州以城市为聚焦、以文化旅居为引擎、以乡村为基础、以景区为支撑、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链条、以交通为驱动的发展基调，
打造连州以点带面、以项目促产业、以产业推发展的特色发展路径。     

——粤湘桂交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聚焦连州市区，整合市区特色旅游资源，依托连州摄影小镇建设，凭借连州国际摄影展国际名片，打造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连州作为粤湘桂交汇处中心城市，其打造也为

周边城市旅游服务提供极大便利。

——1 个引擎产业核心（文化旅居产业）    
连州是“中国长寿之乡”，有多种食品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有福山洞天福地资源底蕴，生态环境质量长年居于广东省前列。依托连州优良的康体养生资源，浓厚

的长寿文化氛围，培育连州以文化旅居为核心的引擎产业。  

——6 个以乡村为基础的特色旅游片区   
以连州乡村为基础，通过差异化特色发展，形成一村发展，带动周边的新局面。打造连州 6 大特色旅游片区。
原乡美丽乡村旅游片区、瑶乡生态体验旅游片区、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滨水慢活休闲旅游片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

——8 个支撑景区   
连州地下河、天龙峡——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高山农牧生态小镇、湟川三峡省级旅游度假区、连州摄影小镇、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福山福

寿文化景区

——N 个储备项目   
房车露营基地、东岳行宫户外拓展基地、连州红色文化基地、古村落······

打造连州特色发展路径

聚焦“1”个中心

做好“1+6+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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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全域旅游空间构建
4.1 全域空间结构
4.2 全域项目打造
4.3 产品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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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域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规划图

一心一核一环

六区八景
福山福寿文化景区

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连州地下河（AAAAA）

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天龙峡 - 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

高山农牧生态小镇

连州摄影小镇

湟川三峡省级旅游度假区
( 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 (AAAA）

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

粤湘桂交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一心：粤湘桂交汇旅游
            综合服务中心

一核：连州休闲旅居核心

一环：连州全域发展串联环线

六大特色旅游片区

连州全域旅游八个支撑景点

原乡美丽乡村旅游片区

瑶乡生态体验旅游片区

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

连州全域发展串联环线

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

滨水慢活休闲旅游片区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

享寿温泉
文化旅居休闲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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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项 目 体 系

个中心

个引擎核心区

个特色片区

个支撑项目

个储备项目

1

1

6

8

N

文化旅居旅游核心片区（打造连州宜游宜居名片）

粤湘桂交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依托连州优良的文化康体养生资源，

培育连州以文化旅居为核心的引擎产

业。

     整合市区特色旅游资源，依托连

州摄影小镇建设，打造粤湘桂交汇旅

游综合服务中心。

以连州乡村为基础，通过差异化特色

发展，形成一村发展，带动周边的新

局面。

打造 8 个连州旅游支撑项目，形成连

州旅游产业升级、旅游经济发展的支

撑点。

伴随连州旅游的发展，丰富连州旅游

产品，形成连州旅游全域发展的局面。

六大特色旅游片区
原乡美丽乡村旅游片区、瑶乡生态体验旅游片区、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
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滨水慢活休闲旅游片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

连州地下河、天龙峡 - 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高山
农牧生态小镇、湟川三峡省级旅游度假区、连州摄影小镇、大东山温泉旅游

度假区、福山福寿文化景区

连州红色文化基地、东岳行宫户外拓展基地、房车露营基地、古村落等

融
合
连
州
文
化
打
造
连
州
全
域
旅
游
项
目
，塑
造
连
州
全
域
旅
游
项
目
灵
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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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

粤湘桂交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粤湘桂交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作为连州行政中心，同时作为粤湘桂交汇中心
城市，整合连州市区特色旅游资源，依托连州摄影
小镇建设，打造粤湘桂交汇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作为连州全域旅游的中心聚集点，为游客提供
休闲旅游、服务接待、交通集散、购物住宿、管理
等综合服务。

依托连州“中国摄影之城”美誉，做强连州国
际摄影品牌名片。

打造一个中心、综合服务于全域旅游

中山路商埠古街
连州摄影小镇 慧光塔、惠爱医院旧址

连州博物馆、刘禹锡纪念馆、燕喜文化园

4.2 全域项目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