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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陆地边境资源类型多样， 边境旅游业的发展对优化区域经

济结构、 改善公共基础设施、 促进生态保护、 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 遵从科学性、 系统性、 可操作性原则， 作

者从旅游自然环境、 旅游资源、 区位交通、 旅游社会环境、 旅游服务设施、
边境口岸、 旅游集聚、 旅游市场等 ８ 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境县域的旅游竞争

力进行评价， 在此基础上应用聚类分析法把 １３４ 个陆地边境县域的旅游竞争

力划分为资源优势型、 口岸优势型、 区位优势型、 集聚优势型、 相对均衡型

等五种类型， 分析了各类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特征，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

策。 资源优势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应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政府的推动

和引导； 口岸优势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一般由边境贸易带动； 区位优势型

边境县域具备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 城市整体风貌、 旅游节庆活动等是吸引

游客的关键； 集聚优势型边境县域在整个区域旅游发展中起到龙头带动作

用， 自身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尤为重要； 少数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相对均

衡型边境县域旅游发展较为成熟， 应逐步带动周边县域旅游发展， 大多数旅

游发展水平较低的相对均衡型边境县域暂不具备旅游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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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 （宋涛等， ２０１６）， 但其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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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性较难支撑边境县域区域功能的实现。 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

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边境旅游业可以形成与相关行业相互

促进、 共同发展的产业群体， 成为边境地区联结国内旅游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纽带和桥

梁 （陈桂秋， ２００４）， 具有促进经济增长、 推动文化交流、 增进人民福祉等多重功

能， 逐渐成为边境地区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新热点。
中国边境旅游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随着沿边开放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确

立、 边境口岸的相继开放， 边境旅游发展规模逐步壮大， 边境旅游产业也由景点竞

争、 线路竞争、 边境城市竞争进入边境区域竞争 （时雨晴等， ２０１４）。 旅游竞争力是

一个地区旅游业能够比其他地区更有效地向旅游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 并使自身得

以发展的能力或综合素质 （冯学钢等， ２０１２）。 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的类型划分及特

征分析有助于充分认知区域自身发展优势， 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策略。 边境与

邻国在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差异程度， 游客及邻国潜在游客的感知和经历， 游

客需求， 政府职能， 旅游结构组织， 城市形象， 地缘政治等都会对边境旅游产生一定的

影响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ａｎｄ Ｔｏｓｕｎ， ２００３； Ｐｒｉｄｅａｕｘ， ２００５； Ｋｎｏｗ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２００９）。 边

境县域旅游是把边境县域作为旅游目的地， 通过口岸、 航空、 陆地交通等方式进入边境

县域的旅游活动 （时雨晴等， ２０１４）。 中国陆地边境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 西

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北部湾畔， 总长度约 ２ ２ 万公里， 与 １４ 个国家接壤， 周边

环境复杂多样， 边境旅游也因所处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１９９４） 根据跨界旅游联系的强弱， 将边境旅游区分为疏远型边境、 共存型边

境、 互依型边境和整合型边境四种类型。 Ｔｉｍｏｔｈｙ （１９９５） 根据旅游者穿越边境难易程

度和边境两边社会文化差异大小， 将边境区划分为四种组合类型。 总体上， 目前对边境

地区的类型划分多为定性描述， 定量分析研究不足， 同时缺乏对县域尺度的关注。
本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 选取旅游自然环境、 旅游资源、 区位交通、 社会环境、

旅游服务设施、 边境口岸、 旅游集聚、 旅游市场等 ８ 个方面对我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

竞争力进行评价， 并采用聚类分析法进行类型划分， 对不同类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

特征进行分析， 以期为深化我国边境旅游地理的理论研究， 科学确立边境县域旅游的

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对象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的陆地边境县域， 边境县域的名单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站。① 为方便数据的获取和统计， 本文进一步将同一个市的市辖区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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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转化为一个地理单元 （将丹东市的振安区、 元宝区、 振兴区合并为丹东市市辖区，
将白山市八道江区转化为白山市市辖区， 将防城港市防城区转化为防城港市市辖

区）， 最终得到涵盖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甘肃、 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

等 ９ 个省份的 １３４ 个陆地边境县域 （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

省份 陆地边境县域

黑龙江
鸡东县、虎林市、密山市、萝北县、绥滨县、饶河县、嘉荫县、抚远市、同江市、东宁市、绥芬

河市、穆棱市、黑河市市辖区、逊克县、孙吴县、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县

吉林
集安市、白山市市辖区、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临江市、图们市、珲春市、龙井市、和
龙市、安图县

辽宁 丹东市市辖区、宽甸满族自治县、东港市

内蒙古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额尔古纳

市、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四子王旗、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二连浩特市、阿巴嘎

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甘肃 肃北县

新疆

哈密市、伊吾县、巴里坤县、和田县、皮山县、温宿县、乌什县、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县、阿图

什市、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克陶县、奇台县、木垒县、博乐市、温泉县、昭苏县、霍城县、察
布查尔县、塔城市、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和布县、阿勒泰市、青河县、吉木乃县、富蕴

县、布尔津县、福海县、哈巴河县

西藏
洛扎县、错那县、浪卡子县、定日县、康马县、定结县、仲巴县、亚东县、吉隆县、聂拉木县、
萨嘎县、岗巴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墨脱县、察隅县

云南

腾冲市、龙陵县、江城县、孟连县、澜沧县、西盟县、镇康县、沧源县、耿马县、绿春县、金平

县、河口县、麻栗坡县、马关县、富宁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芒市、瑞丽市、盈江县、陇
川县、泸水市、福贡县、贡山县

广西 防城港市辖区、东兴市、靖西市、那坡县、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凭祥市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二）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已有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 （时雨

晴等， ２０１４）， 但其评价结果并未反映各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和类型特

征。 本文按照科学性、 系统性、 代表性、 可操作性等原则， 分别从旅游自然环境竞争

力、 旅游资源竞争力、 区位交通竞争力、 社会环境竞争力、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 边

境口岸竞争力、 旅游集聚竞争力、 旅游市场竞争力 ８ 个方面评价我国陆地边境县域的

旅游竞争力。 各竞争力的评价采用加权平均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 基

于 ８ 个方面竞争力的评价结果， 本文进一步采用快速聚类法 （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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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划分， 最终得到各陆地边境县域的旅游竞争力类型，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１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

舒适的旅游自然环境条件是边境县域旅游业赖以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气候、 地貌是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候对旅游竞争力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旅游者的体感舒适度方面， 本文采用温湿指数 （ＴＨＩ） 和风寒指数 （Ｋ） 来测

量， 其中温湿指数多被用于评价较高气温时湿度对人体舒适度的影响， 风寒指数则用

于评价较低气温时气流对人体舒适度的影响。 地形起伏度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平均海

拔高度水平面上地形的起伏程度， 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的区域地形地貌特征 （封志

明等， ２００７）， 是影响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本文选取地形起伏

度 （ＲＤＬＳ） 作为旅游地形适宜性的评价指标。 具体的指标体系及权重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权重及计算方法

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方法

温湿指数 ０ ２７０５ ＴＨＩ ＝ １ ８ｔ ＋ ３２ － ０ ５５（１ － ｆ）（１ ８ｔ － ２６），ｔ 为气温，ｆ 为空气相对湿度

风寒指数 ０ ４８５６
Ｋ ＝ － （１０ ＋ １０ ４５ － ｖ）（３３ － ｔ） ＋ ８ ５５ｓ，ｔ 为气温，ｖ 为风速（ｍ ／ ｓ），ｓ 为日照

时数（ｈ）

地形起伏度 ０ ２４３９

ＲＤＬＳ ＝ ＡＬＴａｖｅｒａｇｅ ／ １０００ ＋ ｛［Ｍａｘ（Ｈ） － Ｍｉｎ（Ｈ）］ × ［１ － Ｐ（ Ａ） ／ Ａ］｝ ／ ５００，
ＡＬＴａｖｅｒａｇｅ为以某一栅格单元为中心一定区域内的平均海拔（ｍ），Ｍａｘ（Ｈ）和
Ｍｉｎ（Ｈ）分别为以某一栅格单元为中心一定区域内的最高和最低海拔

（ｍ），Ｐ（Ａ）为区域内平地的面积（ ｋｍ２ ），Ａ 为区域总面积（ ｋｍ２ ），本文以

５ｋｍ × ５ｋｍ栅格为基本评价单元，即 Ａ 值为 ２５ｋｍ２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２ 旅游资源竞争力

旅游资源的地域根植性是边境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源泉， 其根植性越明显， 竞争力

就越强。 知名度高、 信誉好的旅游资源能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 （李经龙、 郑

淑静， ２００６）， 是否具有高品质的旅游资源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重要标

准。 参考李经龙和郑淑静 （２００６） 的研究， 本文选取 ２０ 项高品质旅游资源， 通过计

算边境县域内高品质旅游资源的个数与相应权重的乘积之和确定旅游资源竞争力指数

（见表 ３）。

表 ３　 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及权重

旅游资源名号 权重 旅游资源名号 权重 旅游资源名号 权重

世界地质公园 ０ １１４３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０ ０５７１ 国家地质公园 ０ ０４２９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０ ０７１４ 中国旅游强县 ０ ０５７１ 国家水利风景区 ０ ０４２９

国家 ５Ａ旅游景区 ０ ０７１４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 ０ ０４２９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０ ０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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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旅游资源名号 权重 旅游资源名号 权重 旅游资源名号 权重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０ ０５７１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０ ０４２９ 省级自然保护区 ０ ０２８６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０ ０５７１ 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０ ０４２９ 边境口岸 ０ ０２８６

国家 ４Ａ旅游景区 ０ ０５７１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０ ０４２９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０ ０１４３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０ ０５７１ 国家森林公园 ０ ０４２９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３ 区位交通竞争力

旅游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转移性， 使得旅游区位交通成为影响旅游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条件、 地位、 作用及

在宏观旅游开发中的时序、 水平等 （董锁成等， ２００９）。 优越的旅游区位交通条件

能够有效缩短游客到目的地的时间， 提高边境县域与外界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能力， 从而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水平。 本文借鉴金凤君等 （２００８） 的方法， 从路网

密度 （Ｄｅ）、 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三个方面评价边境县域区位交通竞争力

（见表 ４）。

表 ４　 区位交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权重及方法

评价指标 权重 计算方法

路网密度 ０ ３３３３
Ｄｅ ＝ Ｌｅ ／ Ａｅ，ｅ∈（１，２，３，…，ｎ），Ｌｅ 为县域交通设施营运长度或节点数量，Ａｅ 为县

域土地面积，采用公路和铁路网密度进行分析

交通干线影响度 ０ ３３３３
依据交通设施的技术 － 经济特征，按照专家智能理念，采用分类赋值方法进行

评价

区位优势度 ０ ３３３３
选择边境省会城市作为关键空间节点，运用最短路径模型，计算边境县域与省会

城市的距离，并参照距离衰减规律对各边境县域进行权重赋值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４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

社会环境是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 不仅能够保障边境县域基础设施和旅

游服务设施的建设， 还是刺激潜在与现实旅游消费需求的主要动力。 其发展水平决定

着旅游消费的规模与层次，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的现状与潜力。
本文以归一化后的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和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作为边境县域旅游社

会环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三者的权重分别为 ０ ２８５１、 ０ ５７５３ 和 ０ １３９６。
５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

旅游服务设施主要包括酒店住宿、 餐饮娱乐、 旅游购物等设施， 其中， 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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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满意的住宿条件是游客选择旅游地的一个重要依据， 酒店数量及等级是其衡量标

准。 本文通过计算酒店房间数量与酒店的平均等级之积确定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指数

的大小。
６ 边境口岸竞争力

边境口岸活力带动了边境旅游的发展，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边境县域

与陆地邻国之间的地缘关系， 是边境旅游竞争力区别于一般旅游竞争力的重要特征，
本文以边境口岸游客出入境流量作为边境口岸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７ 旅游集聚竞争力

边境县域所在的更大区域范围旅游市场的扩大及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培育， 可

以促进边境县域自身旅游竞争力的提升。 区位熵指数法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旅游业中旅

游资源空间不可移动性的特征， 广泛应用于旅游集群的产业集聚度判定中。 本文以旅

游产业的区位熵作为旅游集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具体公式为：

ＬＱ ＝ （Ｅｅｆ ／ Ｅｅ） ／ （Ｅｑｆ ／ Ｅｑ） （１）

其中， Ｅｅｆ、 Ｅｅ 分别为边境县域及其所在省域的旅游收入， Ｅｑｆ、 Ｅｑ 分别为边境县

域及其所在省域的 ＧＤＰ。
８ 旅游市场竞争力

旅游市场竞争力反映了边境县域占据旅游市场获取利润的能力， 本文以归一化后

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作为旅游市场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其权重分别为 ０ ３９７５
和 ０ ６０２５。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７ 年为研究年份， 陆地边境县域及其所在区域的旅游收入及旅游人数

来源于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及各地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政府工

作报告》， 少数无统计数据的边境县域根据相应地区统计数据估算； 气象数据来源于

中国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地形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科

学数据共享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ｃｎ） 的 ＤＥＭ数据集； 旅游资源统计来源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ｈ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国家文物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ｃｈ ｇｏｖ ｃｎ）、 生态环

境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ｈｂ ｇｏｖ ｃｎ）、 水利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ｗｒ ｇｏｖ ｃｎ）； 道

路、 口岸及机场数据来源于 《中国交通地图》 《中国口岸年鉴》； 其他社会经济数据

来源于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等； 旅游酒店数据来源于携

程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ｔｒｉｐ ｃｏｍ）。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评价结果

各省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及变异系数如表 ５ 所示。 就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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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的空间差异而言，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和区位交通竞争力的空

间差异最小， 变异系数均为 ０ ４６， 平均值分别为 ５５ ３０ 和 ３５ ８４； 其次为旅游资源

竞争力和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 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１ 和 ０ ８６， 平均值分别为 ２６ ８３
和 ２０ ６０； 再次为旅游集聚竞争力和旅游市场竞争力， 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 ７４ 和

１ ８６， 平均值分别为 ５ ５７ 和 ８ ４１； 边境口岸竞争力和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的空间

差异最大， 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 ９６ 和 ２ ９７， 平均值分别为 ２ ４９ 和 ５ ３４。 具体而言，
边境县域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较高的省份包括辽宁、 云南、 新疆、 吉林和广西， 边

境县域旅游资源竞争力较高的省份为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 边境县域区位交通竞争

力较高的省份为辽宁、 广西和吉林， 边境县域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较高的省份为甘

肃、 辽宁和内蒙古， 边境县域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较高的省份为辽宁、 云南和吉

林， 边境县域边境口岸竞争力较高的省份为云南、 广西和内蒙古， 边境县域旅游集

聚竞争力较高的省份为内蒙古、 广西和云南， 边境县域旅游市场竞争力较高的省份

为辽宁、 广西和云南。

表 ５　 各省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指数平均值

旅游

自然环境

竞争力

旅游资源

竞争力

区位交通

竞争力

旅游

社会环境

竞争力

旅游

服务设施

竞争力

边境口岸

竞争力

旅游集聚

竞争力

旅游市场

竞争力

黑龙江
均值 ３６ ６５ ３１ ８３ ４３ １９ １９ ８９ ３ ２３ １ ７２ ３ ３０ ４ ８４

变异系数 ０ ４３ ０ ５１ ０ ２７ ０ ５８ ２ ３２ １ ８９ ０ ９６ ０ ７７

吉林
均值 ６６ ２４ ４４ ３２ ５３ １６ ２４ １３ １０ ２２ ０ ６６ ４ ７４ ７ ３９

变异系数 ０ １８ ０ ５３ ０ １６ ０ ４０ １ ７５ １ ４４ ０ ９３ ０ ６６

辽宁
均值 ９８ ９０ ４０ ５４ ７０ ２１ ５２ ３７ ２１ ４ ０ ７１ ７ ３７ ７２ １１

变异系数 ０ ０２ ０ ６４ ０ ３７ ０ ３７ １ ２６ １ ７３ ０ ５１ ０ ２８

内蒙古
均值 ４２ ０８ ３０ ３０ ３１ １１ ４５ ０５ ５ ４８ ２ ２０ １０ ３９ ８ ８７

变异系数 ０ ６４ ０ ７８ ０ ５７ ０ ５６ ３ ２１ ２ ３６ １ ８５ １ ６５

甘肃
均值 ５６ １９ １６ ２２ １１ ７８ ６５ ８９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１３ ０ ２

变异系数 — — — — — — — —

新疆
均值 ７０ ９２ ２１ ７１ ２９ ２０ １４ ２１ １ ６０ ０ ４０ ４ ７６ ３ ２６

变异系数 ０ ２０ ０ ８６ ０ ４４ ０ ５２ ３ ２４ ３ ４６ １ ９６ １ １３

西藏
均值 ２３ ７２ １１ ２６ ２１ ４２ １１ ６９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６３ ０ ２７

变异系数 １ ０５ ０ ９０ ０ ４４ ０ ２９ ２ ９３ ３ ０９ １ ４０ １ ６５

云南
均值 ６９ ２２ ２９ ３０ ３６ ９１ １０ ３３ １０ ２６ ７ ７９ ７ ６３ １３ ３６

变异系数 ０ ２０ ０ ９７ ０ ２８ ０ ４７ ２ ６７ ２ ６５ ０ ８４ １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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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旅游

自然环境

竞争力

旅游资源

竞争力

区位交通

竞争力

旅游

社会环境

竞争力

旅游

服务设施

竞争力

边境口岸

竞争力

旅游集聚

竞争力

旅游市场

竞争力

广西
均值 ６３ ６５ ２９ ３９ ５４ ６６ １９ ８６ ９ ８５ ５ ３４ ８ ２６ １７ １６

变异系数 ０ １０ ０ ３３ ０ ２１ ０ ８０ １ ０８ １ ９９ １ ０３ ０ ６６

总均值 ５５ ３０ ２６ ８３ ３５ ８４ ２０ ６０ ５ ３４ ２ ４９ ５ ５７ ８ ４１

总变异系数 ０ ４６ ０ ８１ ０ ４６ ０ ８６ ２ ９７ ３ ９６ １ ７４ １ ８６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由此可见，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差异较大， 为充分发挥边境县域旅

游竞争优势， 认清自身旅游发展阶段， 本文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法， 把我国陆地边境

县域的旅游竞争力划分为不同类型， 分析不同类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特征并提出相

应的发展策略。
（二） 类型划分结果及特征分析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可以将中国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类型划分为资源优势型、 口

岸优势型、 区位优势型、 集聚优势型、 相对均衡型五类 （见表 ６）， 不同类型陆地边

境县域各旅游竞争力的平均值如表 ７ 所示。

表 ６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聚类结果

类型 陆地边境县域

资源优势型

（３４ 个）

宽甸满族自治县、芒市、奇台县、阿拉善左旗、靖西市、景洪市、集安市、安图县、阿尔山市、
密山市、哈密市、阿拉善右旗、抚松县、和龙市、哈巴河县、昭苏县、塔河县、伊吾县、同江

市、虎林市、那坡县、温泉县、乌拉特后旗、马关县、科尔沁右翼前旗、穆棱市、龙陵县、四子

王旗、孙吴县、定日县、札达县、洛扎县、吉隆县、肃北县

口岸优势型

（２３ 个）

东兴市、凭祥市、勐腊县、勐海县、二连浩特市、河口县、盈江县、麻栗坡县、富宁县、龙州

县、陇川县、泸水市、沧源县、黑河市市辖区、耿马县、镇康县、抚远市、乌拉特中旗、绥芬河

市、东宁市、孟连县、霍城县、吉木乃县

区位优势型

（１８ 个）

东港市、防城港市市辖区、宁明县、白山市市辖区、图们市、龙井市、额敏县、温宿县、达尔

罕茂明安联合旗、临江市、浪卡子县、鸡东县、阿巴嘎旗、错那县、亚东县、康马县、阿图什

市、苏尼特右旗

集聚优势型

（２０ 个）

大新县、额尔古纳市、布尔津县、富蕴县、木垒县、呼玛县、绥滨县、贡山县、塔什库尔干县、
察布查尔县、福贡县、澜沧县、江城县、裕民县、陈巴尔虎旗、西盟县、阿勒泰市、新巴尔虎

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绿春县

相对均衡型

（３９ 个）

珲春市、漠河县、腾冲市、瑞丽市、满洲里市、丹东市市辖区、萝北县、额济纳旗、长白县、饶河

县、嘉荫县、和布克赛尔县、东乌珠穆沁旗、博乐市、塔城市、巴里坤县、金平县、福海县、青河

县、皮山县、苏尼特左旗、察隅县、墨脱县、定结县、普兰县、聂拉木县、逊克县、托里县、叶城

县、萨嘎县、仲巴县、岗巴县、日土县、噶尔县、乌恰县、和田县、乌什县、阿合奇县、阿克陶县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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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不同类型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

旅游自然

环境竞争力

旅游资源

竞争力

区位交通

竞争力

旅游社会

环境竞争力

旅游服务

设施竞争力

边境口岸

竞争力

旅游集聚

竞争力

旅游市场

竞争力

资源优势型 ５５ ０９ ３９ ９８ ３５ ３７ ２３ ３５ ７ １５ ０ １０ ６ ３１ １０ ４９

口岸优势型 ６１ ３３ ２８ ４４ ４６ ６８ １７ ４７ ４ ００ ８ ３１ ８ ４１ １０ ５９

区位优势型 ５６ ６６ １３ ６６ ４５ ５６ ２７ ２４ ２ ０５ ０ ０６ １ ２９ ６ ９４

集聚优势型 ５１ ０９ １６ ６２ ２５ ８３ １６ ５０ ２ ２５ ０ ０８ ９ ０１ ５ １８

相对均衡型 ５３ ４７ ２５ ７１ ３０ ５１ １９ ０９ ７ ６７ ３ ４８ ３ ４７ ７ ６２

总均值 ５５ ３０ ２６ ８３ ３５ ８４ ２０ ６０ ５ ３４ ２ ４９ ５ ５７ ８ ４０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１ 资源优势型

资源优势型陆地边境县域共有 ３４ 个， 主要分布在东北东部和北部边境， 其次为

西南边境。 从旅游竞争力的内部结构看， 旅游资源竞争力和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具有

相对优势，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各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看， 旅游资源竞

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１，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和旅游市场竞争

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２，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 区位交通竞争力、 边境口岸竞争力、 旅

游集聚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３， 说明此类边境县域的旅游资源优势较为突出， 旅游

业的发展多由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动。
资源优势型的代表性边境县域为阿尔山市。 阿尔山市拥有丰富的矿泉、 森林、 动

植物资源， 独特的火山熔岩地貌， 景观层次丰富， 其旅游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 林业转型确定了旅游业的主导产业地位；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２ 年至今， 大力投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 口岸、 城建、 环保等快速发展，
以城区扩景区，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资源整合、 区际联动， 建立多元化产品体系， 全

力打造旅游品牌。 目前阿尔山市的旅游产品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 旅游产业

格局逐步形成， 已成为区域精品旅游线路上的亮点。 但阿尔山市经济发展明显滞后，
旅游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 景区开发水平较低， 旅游交通及旅游服务设施成为制约旅

游发展的瓶颈 （见图 １）。
资源优势型边境县域旅游资源丰富， 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下， 旅游业可快速发展

起来， 与此同时， 可与周边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资源整合， 共同开发旅游线路；
交通、 旅游服务设施、 资金等往往会成为资源优势型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
资源优势型边境县域应采取如下发展策略： 在旅游业发展初期， 应对地区旅游资源进

行深度调查， 在保护边境地区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 通过

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引进优质企业， 促进旅游产业集聚， 加强旅游交通、 酒店、 餐饮等

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旅游业发展中期， 应注重技术创新， 加强自身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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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资源优势型边境县域阿尔山市的旅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结构的优化， 开发多元化旅游产品及深度体验产品， 进一步提高整体吸引力； 在发展

后期， 应依托周边旅游城市， 加强其所在区域的旅游资源整合， 打造区域旅游精品

项目。
２ 口岸优势型

口岸优势型陆地边境县域共有 ２３ 个， 主要分布在西南边境， 其次为东北边境。
从旅游竞争力的内部结构看， 边境口岸竞争力和旅游集聚竞争力具有相对优势， 旅

游服务设施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各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看， 自然环境竞争力、 区位

交通竞争力、 边境口岸竞争力、 旅游市场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１， 旅游资源竞争

力和旅游集聚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２，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３，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４， 说明此类边境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多由边境

贸易带动。
口岸优势型的代表性边境县域为凭祥市。 凭祥市位于中国和东盟两大经济板块的

枢纽地带， 是南宁 －新加坡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其旅

游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 年， 其借助沿边对外开放口岸

的区位优势， 以边境贸易为龙头， 带动旅游业缓慢发展， 旅游形式以中越边境游和边

境购物游为主；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 在各级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 凭祥市加

强景区建设， 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旅游服务设施水平， 推动产品开发， 树立旅游形

象， 初步形成了旅游产业体系；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９ 年至今， 凭祥市启动边境旅游异地

办证业务， 积极打造旅游精品景区， 培育边境旅游购物新亮点， 推进中越国际旅游合

作区建设， 并以旅游标准化建设为抓手， 全面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 完善旅游行

政管理机构， 旅游发展全面提速， 但管理体制创新、 投资企业的引进等仍是制约凭祥

市旅游发展的瓶颈 （见图 ２）。
口岸优势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一般由边境贸易带动， 以口岸为中心， 开展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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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口岸优势型边境县域凭祥市的旅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跨境旅游， 联合边境周边的旅游城市， 使边境旅游线路逐步向边境两侧国家内陆延

伸。 边境旅游的发展可以吸引国内游客到边境县域停留， 边境购物、 边关文化成为此

类边境县域的亮点， 口岸出入境的便利程度、 边境县域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边

境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 邻国旅游线路的开发等往往成为制约口岸优势型边境县域旅

游发展的重要因素。 口岸优势型边境县域应采取如下发展策略： 在旅游业发展初期，
应加强边境两国的合作与交流， 提高口岸出入境的便利程度， 大力发展边境购物旅游

产品； 在发展中期， 应逐步挖掘边境旅游资源， 加强景区建设和旅游酒店、 餐饮、 娱

乐等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完善自身旅游产业体系和城市功能，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在

发展后期， 依托周边旅游城市， 进一步打造旅游精品项目， 开展跨境特色游， 提升旅

游整体环境， 改善景区管理体制， 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省市和国家的旅游合作， 逐步把

旅游线路向国内外旅游腹地延伸。
３ 区位优势型

区位优势型边境县域共有 １８ 个， 从旅游竞争力的内部结构看， 区位交通竞争

力、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具有相对优势， 旅游资源竞争力、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相对较弱。 从各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看，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

指数均值排名第 １，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 区位交通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２， 旅

游市场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４， 旅游资源竞争力、 边境口岸竞争力、 旅游集聚竞

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５， 说明此类边境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多通过休闲娱乐、 商业、
人文景观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以及地区整体环境的美化来带动。

区位优势型的代表性边境县域为图们市。 图们市地处长白山脉东麓， 拥有良好的

经济基础， 区位交通优势突出， 民族风情浓郁， 其旅游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

一阶段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其以工业立市并不断打造文化旅游节庆活动， 培养旅游人

才队伍， 旅游贸易稳步推进；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９ 年至今， 通过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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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图们旅游发展的特色产业， 打造 “中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 和

“中国图们江冰雪节” 两大节庆品牌， 旅游形象不断提升， 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但图们市在旅游发展中政府资金导向性投入不足， 投资环境有待提升， 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滞后， 尚未形成个性突出的旅游目的地 （见图 ３）。

图 ３　 区位优势型边境县域图们市的旅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区位优势型边境县域具备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 人流量较大， 旅游业的发展可依

靠旅游节庆、 商贸活动等的举办以及旅游城市整体风貌的提升来带动。 边境县域旅游

整体形象的建设与宣传是区位优势型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重点。 同时， 应注重与周边

旅游城市联合开发旅游线路， 提升区域整体旅游竞争水平。 区位优势型边境县域应采

取如下发展策略： 在旅游业发展初期， 加强区域自身经济、 社会、 文化水平的建设，
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 通过商务会议、 节庆文化活动等吸引游客的到来； 在发展中

期， 政府应积极引导、 深度挖掘和开发旅游资源尤其是文化旅游资源， 树立良好的城

市形象， 完善旅游产业体系， 加强产业融合，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在发展后期， 应依

托周边旅游城市， 以交通轴线作为旅游发展轴， 加强区域旅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提

升区域整体旅游竞争水平。
４ 集聚优势型

集聚优势型边境县域共有 ２０ 个， 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南边境。 从旅游竞争力的

内部结构看， 旅游集聚竞争力具有相对优势，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和服务设施竞争力

相对较弱。 从各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看， 旅游集聚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１， 旅游资

源竞争力、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力、 边境口岸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４， 旅游自然环境

竞争力、 区位交通竞争力、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 旅游市场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５， 说明此类边境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多因边境县域旅游集聚优势而带动。
集聚优势型的代表性边境县域为布尔津县。 布尔津县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 是阿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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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及北疆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其旅游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７ 年， 畜牧业转型的同时， 旅游发展缓慢起步，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是旅游业发展

的重点；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年， 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加强景区、 旅游服

务设施建设， 整合区域旅游资源， 旅游产业体系逐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６ 年至今，
通过引进多家龙头企业， 不断延伸旅游产业链，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整体建设， 旅游发

展逐步由缓慢发展期向快速提升期过渡， 人才、 管理体制、 结构布局等成为阻碍旅游

发展的瓶颈 （见图 ４）。

图 ４　 集聚优势型边境县域布尔津县的旅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集聚优势型边境县域在整个区域旅游发展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旅游业往往会成

为此类边境县域的重点发展产业， 周边可依赖的旅游城市较少， 因此， 自身旅游产业

的发展和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资金、 人才、 管理体制、 结构布局等往往成为制约此类

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 集聚优势型边境县域， 应采取如下发展策略： 逐步完

善自身旅游产业发展体系， 明确发展定位， 树立鲜明的旅游形象， 把自身发展为区域

旅游极核； 充分发挥自身辐射带动作用， 加强与周边城市的旅游合作， 逐步培育周边

新的旅游增长极。
５ 相对均衡型

相对均衡型边境县域共有 ３９ 个， 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边境。 从旅游竞争力的

内部结构看， 各竞争力发展较为均衡。 从各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看， 旅游服务设施竞

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１， 边境口岸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２， 旅游资源竞争力、 旅游

社会环境竞争力、 旅游市场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３， 旅游自然环境竞争力、 区位交

通竞争力、 旅游集聚竞争力指数均值排名第 ４。 根据旅游发展水平的高低， 可将相对

均衡型边境县域分为高水平相对均衡型和低水平相对均衡型两类。 前者旅游发展已较

为成熟， 可逐步带动周边县域的旅游发展。 后者旅游发展水平较低， 暂不具备旅游发

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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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相对均衡型的代表性边境县域为腾冲市。 腾冲市地处高黎贡山山脉南段西

侧， 是典型的火山地热并存区， 旅游资源丰富， 垄断性强， 且全年适宜旅游观光， 其

旅游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 凭借个性鲜明的旅游资

源， 在旅游市场推动及政府主导下， 腾冲开始进行景区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但由于

资金不足， 旅游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 腾冲转变旅游发展机制，
由 “政府主导” 变为 “政府引导 －企业投入 －社区参与”， 有效缓解资金缺乏的问

题， 同时注重文化与旅游发展相结合， 旅游业快速发展， 但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 交

通成为制约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８ 年至今， 腾冲通过 “旅游产业发

展综合试点” 推动旅游跨越式发展， 积极开发精品旅游项目， 生产高档旅游产品，
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建立高效旅游经营模式， 技术和人才成为制约旅游发展的主要因

素 （见图 ５）。

图 ５　 高水平相对均衡型边境县域腾冲市的旅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相对均衡型边境县域应采取如下发展策略： 对于高水平相对均衡型的边境县域，
应注重技术创新和高端人才引进，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县域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 同时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拉动周边旅游城市的发展； 对于低水平相对均衡

型的边境县域， 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旅游发展的突

破点。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按照科学性、 系统性、 代表性、 可操作性等原则， 选取旅游自然环境竞争

力、 旅游资源竞争力、 区位交通竞争力、 旅游社会环境竞争力、 旅游服务设施竞争

力、 边境口岸竞争力、 旅游集聚竞争力、 旅游市场竞争力等 ８ 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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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的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 结果表明， 陆地边境县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差异较

大。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应用聚类分析法， 把 １３４ 个陆地边境县域划分为资源优势

型、 口岸优势型、 区位优势型、 集聚优势型、 相对均衡型五种类型， 并分析各类型边

境县域旅游发展的特点， 进而提出不同类型边境县域的差异化发展策略。 具体而言，
资源优势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应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政府的推动和引导； 口岸

优势型边境县域的旅游发展一般由边境贸易带动， 可开展以边境购物、 边关观光、 跨

境旅游为特色的旅游活动； 区位优势型边境县域具备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 城市整体

风貌、 旅游节庆活动等是吸引游客的关键； 集聚优势型边境县域在整个区域旅游发展

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自身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尤为重要； 少数旅游发展水平较高

的相对均衡型边境县域旅游发展较为成熟， 应逐步带动周边县域旅游发展； 而大多数

旅游发展水平较低的相对均衡型边境县域暂不具备旅游发展的条件， 应积极探索旅游

发展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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