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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乡村政府利用多种途径促
进旅游民宿的发展。旅游民宿既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将研
究旅游民宿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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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pos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19th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ural governments use various way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omestay tourism.
Homestay tourism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but also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omestay tourism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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