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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景区投资运营与旅游地产之间的协调进步。为适应
旅游行业发展的新型背景下,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景区投资运营中存在的一些不利因素,以逐步适应人
们的生活需求为最终目的,做好市场调研分析,完善各类的服务管理体系。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景区投资运
营与旅游地产的协调发展综合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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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progress between spot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and tourism real estat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we should clarify some adverse factors existing in the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of spot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take gradually adapting to people's living
needs as the ultimate goal, do a good job in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improve various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t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and tourism real estat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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