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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SWOT分析,揭示特色小镇是一个集产业、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小镇,通过对旅游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积极探索特色小镇的新发展路径。结合国家推动,社会聚焦的宏观形势,从云南省
推进特色小镇发展的站位出发,详细分析云南省特色小镇发展的内外环境和优势劣势,并提出可持续
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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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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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WOT analysis, it is revealed that characteristic town is a small town integrating culture,
industry, tourism and other functions. Through the change of tourism consumer dem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h of characteristic town is actively explored. Combined with the macro situation of national promotion and
social focus, starting from the position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Yunnan Province in detail, and propos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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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和带

化关于建设特色小镇项目的投资规模,

76.4-6740米,这也意味着云南省具有了

动周边产业的功能,小镇旅游的发展不

在2017-2019年《云南省“四个一百”重

全国从中国南道以北的所有主要风景景

仅能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点建设项目计划表》,其中云南府已累计

观与气候类型,旅游资源也丰富且众多。

还能带动周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规划建设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约50个,

其中小镇背靠云南省丰富的自然资源,

1 云南省特色小镇的发展现状

包括2017年一个,2018年21个,2019年建

为云南省小镇的独特发展提供了基础。

由于中国国家对全域旅游的强力推

设的28个。此外2020年,云南省还将推进

2.1.2小镇拥有多样的民族文化

动,目前全国特色小城镇的建立数量已

建设525个国家重大工程,共投入资金约

云南省不但具有优秀的地理位置还

超过了1500个,并于2017年6月云南省政

5万亿,其中就有特色小镇这个国家重大

有丰富的民族资源,目前我国省内共二

府宣布,云南省内共有105个特色小城镇

工程。

十五个少数民族,当中哈尼、白、佤、傣、

列入了云南省特色小城镇名录。包括：

2 云 南 省 特 色 小 镇 的 SWOT
分析

纳西、布朗、普米、德昂、基诺、独龙、

第一层次打造全球水准的特色小城镇,

马拉逵、景颇、阿昌、怒等十五个族群

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大理古镇和丽江古城

2.1优势的分析

是我国省内所特有的,旅游者可以在小

等；第二层次则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特色

2.1.1小镇独特的地理风貌

镇之间体验不同的民俗文化风情。

小城镇,包括：建水西庄紫陶小镇和沙溪

云南省地处中国的西北部边陲,处

古城等；第三层次则是打造省内一流的

于云贵高原上,有终年积雪的高山；茂密

2.2.1特色不彰

特色小城镇,其中包含九乡旅游等80多

的原始森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众多

很多特色小镇没有做到充分的挖掘

个乡镇。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将持续的强

的高原湖泊。云南省的平均海拔约在

特色、分析特色、放大特色,没有让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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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火照亮小镇。如在临沧翁丁葫芦镇,

大量的江河湖泊,花草树木以及许多小

及专业人士的多方讨论；二是：特色小

翁丁镇虽然是我国的最后一座原始部落

径和栈道,空气质量以及含氧量很高,相

镇的主要特点是特,而很多小镇的建设

的城镇,但在建造过程本末倒置,小镇的

比较城市旅游,云南省小镇旅游具有更

只考虑到了眼前的利益,而没有结合小

翁丁老寨中的彩钢瓦、空心砖等现代建

加突出的优势,符合人们的消费心理,同

镇自身的特点来建设,没有做到可持续

筑较为突兀,打破了小城镇的原有景观,

时环湖骑行、登山、徒步旅游运动也深

发展。

而且在临沧翁丁葫芦镇还没有“活化”

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传统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对佤族民族传

2.4威胁分析

统社会文化的发掘、活化、展现还欠缺,

2.4.1受到同种类型小镇的威胁

对特色文化魅力也欠缺。缺少了自身的

自我国浙江开始首次发展特色小镇

多珍贵而且独特的自然资源作为载体,

历史文化特点,定位也不清楚。特色小

的建设,全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很

但同时位于高原的云南省山脉纵横,自

镇要充分挖掘本地特色文化元素和打

多特色小镇的建设,特别是长江三角洲

古以来,交通都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

造文化符号,找准定位,因地制宜,实现

地区,小镇的建设已经比较成熟。特色小

素之一,云南省很多少数名族的村寨交

以“文化+产业+旅游+生活”四位一体协

镇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的

通并不方便。西双版纳是中国少有的热

调发展。

3.2小镇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配套
服务设施
云南省的地理位置,虽然提供了很

一个重要因素。国内有很多的古镇,但大

带雨林风光,资源具有独特性,但是交通

2.2.2软硬件设施不健全

多古镇的发展都是对江浙一带的照搬照

的不便不仅不能吸引到旅游者,还阻碍

云南省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

抄,没有充分调动本地资源优势,导致古

了景点项目的进行。地势险要的特色小

曲崎复杂的地形造成了交通不便,即使

镇的同质化严重,竞争力强,相比较位于

镇缺乏完善的安全设施,还有很多小镇

在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云南省仍

边境地区的云南省,云南省新开发的小

镇缺乏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和能够提供

有某些地区没有便利的交通,甚至都还

镇还不具有竞争力。

咨询的旅游中心处,而这些都是能提高

没有通电,俗话说的好：要致富先修路。

2.4.2周围省份旅游业的竞争力强

其次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不健全,随着

云南省小镇旅游一直凭借丰厚的天

游客体验感的重要因素。
3.3特色小镇过度商业化

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旅游服务、景点讲

然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底蕴而吸纳游客,

解、建立健全互联网宣传渠道等方面提

但是在和云南省地理区位相邻的贵州,

面。一是：小镇建设完成之后,很多项目

出了更高的要求。

被人民称为自然景观的“大乐园”和文

都被商业化,很多小镇为了追求盈利使

2.3机会分析

化“大观园”,其有名的观光景点黄果树

得很多小镇的人文风情和历史文化价值

2.3.1国家政策的推动

飞瀑、千户苗寨、镇远古镇等旅游资源

都被商业化腐蚀；二是：部分当地旅游

国家优惠政策的直接推出为特色乡

对于云南省小镇的旅游资源有很大的竞

从业人员不是很了解小镇文化精髓,只

镇的发展壮大带来了极大的契机。2016

争力,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对云南省小镇

是以盈利赚钱为目的的简单进行营销；

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有关深化

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和云南

三是：特色小镇的建设越来越倾向于房

推动新型农村城市化建设工作的几个建

省相邻的还是四川省,所以有人说你既

地产的开发,目前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表

议》,明确提出加速培养富有中国特色资

没法抗拒老四川火辣辣的美味,也没法

面上是配合政府积极建设特色小镇,实

源优势的小城镇,推动现代化和村民就

抗拒它惊艳的天然风景,更没法抗拒它

则是借助特色小镇对开发项目进行一系

近城市化,7月《有关做好二零一六年中

的老蜀文化。四川省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列的包装提高了面向社会的档次。在这

国民族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通知》的颁

远超云南省,所以在吸引游客方面处于

样的大背景下,就会造成很多房地产的

布,又使中国民族特色小城镇建设水平

弱势地位。

诉求,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很大的社会

特色小镇过度商业化体现在三个方

上升至国家高度,各个层面的政策特色

3 特色小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优势也随之出现,这都给地方民族特色

3.1特色小镇的定位不清晰

4 云南省特色小镇发展对策

小城镇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可遇不可

旅游小镇的重点是在“特”自上面,

4.1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融入地方

求的发展契机。促使云南省特色小镇的

很多旅游小镇都是在看到其他旅游小镇

建设得到更多资金支持和更多社会人士

成功后照搬其模式,导致小镇同质化严

国内外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建

以及企业的关注和支持。

重,只想着吸引短期顾客,而没有考虑其

设特色小镇的成功案例,可以发现它们

2.3.2后疫情时代,养生旅游的兴起

可持续发展方式,靠饮食等商业店铺盈

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注重自身

治理负担。

特色

新冠疫情无疑加深了对生命意义的

利,这种盈利模式是在消费古镇文化以

特色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照搬照抄,

认知,改变着对生命的态度。所以全民健

外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随处可见。造

我们应该立足于小镇自身特色做到可

身,养生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人们的主要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战略

持续发展。突出地方特点,做到千镇千

选择,小镇背靠自然风光的旅游资源,有

决策上出现失误,没有经过实地考察以

面,突出地方特点有工业特色、人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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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及资源特色。其中以资源特点是

利。例如：在发展之前自然观光旅游的

展工业,再兴建居住与商贸等服务设施

最基础；资源特色是小城镇的形象标志,

基础上,“旅游+农业”不但能够促进就

的发展顺序,以防止政府在对工业支撑

宣传名片；而工业特色则是小城镇的中

业还能够给本地市民增加很多的经济

不够的情形下,大量实施住宅开发项目；

心支柱。我们要实现在资源特点的基础

收入,云南一年四季如春,可种植的水

三是严格按照国家土地出让的相关法规,

上,进行工业特点与人文特色的深度融

果也不少,而有着良好市场基础的蓝莓

严禁将地方特色乡镇土地以低价、打包

合,以达到产品、生态、生活方式的有

和草莓便是很好的选择,旅游者们不但

方式出让给地产开发公司。

机融合。

能够自己采摘蓝莓还可以买走自己采

4.1.1发展特色的文化

摘的蓝莓。

5 结语
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能在一定程

4.2完善软硬件的配套设施

度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的

魂,同样文化对于建设特色小镇也至关

云南省虽然有着优质的自然资源,

转变、提高当地居民收入带动相关产业

重要,我们要挖掘整理地方文化特色内

但同时云南省的交通设施还不够完善,

发展,尤其是在云南省这个有着优越的

核,坚持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增强其文化

便利的交通,健全的基础设施是发展旅

自然资源的省份,要发展特色旅游小镇,

魅力和文化底蕴。云南省小镇的一个重

游行业的基础,云南省多山,在夏季多雨,

就应该根据自身的自然生态资源条件、民

要优势就是多样的少数民族,而每个民

在旅游的过程中容易发生一些自然灾害,

族文化资源,量身定制鲜明的主题,通过

族都有其独特的服饰,风俗习惯,以及饮

所以要注重安全防护设施的建设。而一

孵化、培养一批能长久扎根于当地的企

食文化甚至是语言,如苗族就有苗语。小

些地区有优质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交

业,就地、就近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就业,

镇的文化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镇应该好

通不便,很难进行开发,旅游高峰期车辆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在产

好利用这种神秘的色彩来增强云南省小

很多,停车场的扩建,景点内干净整洁的

业融合的大背景下,开发一批“旅游+”

镇的竞争力。文化对云南省这个少数民

公共厕所设施。电网的建设也尤其重要,

的新型产业,抓住“互联网+”打造自己

居最多的省份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云南省因其地势起伏,多山,有很多地区

的品牌,增强宣传。

文化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精神灵

4.1.2利用特色的资源

拥有优质的自然风光,但是因为交通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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