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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创建于 1948 年，是由世界各个国家、政府机构和各种

Sustainable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一个独特的世界性伙伴组织，目前拥有 1 000
多个成员，遍布大约 140 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个联盟，IUCN 致力于影响、鼓励和协助国际社会保
护自然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寻求确保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公平合
理并符合生态可持续原则。IUCN 秘书处负责协调 IUCN 项目并
为 IUCN 的全体会员提供服务— —在世界层次上表达他们的观
点，向他们提供战略、服务、科学知识以及他们实现目标必需的
技术支持。IUCN 通过 6 个委员会将 10 000 多名志愿专家汇集在

Paul F. J. Eagles, Stephen F. McCool and Christopher D. Haynes

项目团队和行动组内，尤其关注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生

Prepared for the

境和自然资源管理。IUCN 已经帮助了许多国家起草了国家保护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Tourism

战略，通过其主管领域的项目，展示了其专业知识和技能。IUCN

Organization

的业务日益扩展并且通过不断扩大的、遍布全世界的地区和国家

and IUCN –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办公室（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网络得到落实。
IUCN 通过将其成员、网络和伙伴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强化

Adrian Phillips, Series Editor

他们的能力并支持全球的协同动作，以求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各
个级别上保护自然资源。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
Best Practice Protected Area Guidelines Series No. 8

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
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荣幸地成为 IUCN 的合作伙
伴，编撰这批重要的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指南丛书。城市与区域规

IUCN -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划系通过环境规划研究室积极参与保护区研究；开设了规划与环

2002

境政策专业课程；同时设立了研究生院，为有兴趣攻读博士学位
或愿加强该专业教育的人士提供深造机会。

自然保护区的人们参考使用。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使广大自然
保护区工作者能够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有关经验和知识，通过加
强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逐步形成适合中国自然保护
区特点的建设和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水平，促进

中译本序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工作。
本套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大力支
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始终得到了 IUCN 中国办公室钦立毅
女士的热情支持和技术帮助。最后，向本套丛书的作者以及为

建立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重要、最有效的
措施，是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保障。截止 2004 年底，我国共

该中译本的正式出版付出艰苦努力的研究者和编辑同志表示诚
挚的谢意。
为最大限度地展现原书的风貌，中译本的结构编排尽可能地

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2 194 个，其中国家级 226 个，省

依照原书，因此难免与中文图书的结构编排不尽一致，特此说明。

级 733 个，地市级 396 个，县级 839 个。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

鉴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4 822.58 万 hm ，其中陆域面积约 1 422.58 万 hm ，海域面积约
2

2

600 万 hm2，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14.8%。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自然
保护区的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管理质量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我
国保护区事业起步较晚，多年来实行抢救性为主的保护政策，
“重
数量轻质量、重建立轻管护”的问题较为突出，自然保护区总体
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这也是编译出版本套丛书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IUCN 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保护区最佳实践指南丛
书，现已出版 17 部。该系列指南丛书对世界范围内的保护区所
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保护区管理人员具
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从中选择了《保护区国家系统规划》、
《保护区管理规划指南》、《评价有效性 — —保护区管理评估框
架》
、
《IUCN 保护区类型 V——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区管理指南》
、
《为和平与合作的跨界保护区》以及《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
划与管理指南》等 6 部翻译为中文并出版。
丛书可供各级政府决策者、保护区管理者、科研院所的研究
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所有关心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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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该系列出版物的最新一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非常高兴
成为这一里程碑式工作的合作者。
为了确保保护区的旅游业沿着真正的可持续道路发展下去，
使其有助于保护区的可持续管理，不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保护
区，当地的社区、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和规划者，以及游客们本身，
都需要在旅游业和政府部门的所有层次上加强合作，增强联系。
本书阐述了如何开展这些工作。值此 2002 国际旅游年之际，联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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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环境规划署很高兴将此书呈现给所有对保护区旅游业感兴趣
的人们，特别是保护区的管理人员。

Jacqueline Aloisi de Larderel

世界旅游组织致词

助理执行总裁
技术、工业和经济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2 年 4 月

世界旅游组织（WTO）很高兴地将这本含有保护区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指南的新出版物呈现给国际社会，特别是直接
涉及旅游活动的公共管理部门和私营商业部门。
在 20 世纪后期，旅游业已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迹象也表明在未来，旅游业仍将持续增长。在这种增长的态
势下，对与自然相关的旅游业的需求的增长，包括国家公园和自
然公园的生态旅游，田园观光以及类似的旅游活动，使得旅游产
品和目的地更为丰富多彩。游客本身的需求也变得更加高雅，这
不仅是由于他们所使用的各种豪华设施，更加由于他们所拥有的
意义深长的旅行经验，包括那些文化的真实性，与当地社区的接
触，以及学习有关植物区系、动物区系、特殊生态系统和通常的
自然生活及其保护状况等方面的知识。
旅游业的预期增长与出现的新趋势使之处在战略位置上，它
既能对保护区的可持续性和潜在的周边地区及其社会发展起积极
的推动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实际上，旅游业能够促进
上述地区的环境保护，提高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环境意识。通过运
用旅游业产生的财政效益来推动环境保护措施的实行，通过对游
客和当地居民进行正确的宣传教育，实现保护保护区的目的。此
外，为了确保保护区可持续性，在保护区内的旅游运作需要谨慎
的规划、管理和监督。否则，旅游业将对保护区产生消极影响，
并进一步破坏这些地区。
世界旅游组织为具有不同目标的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

v

vi

提供了许多实际知识和具有针对性的指南。同时，世界旅游组织
也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成功的经验，并对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必
要的工具和技术建议，使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得以不断提
高。
世界旅游组织谨在此向本出版物的各类使用者强调：无论是

致谢

政府还是私人的旅游业管理人员，都应该与保护区的负责人保持
密切联系与合作。惟其如此，才能确保保护区的保护与发展目标
的平衡，才能使旅游业有效地促进地球珍贵资源的保护。本书的
发行与世界生态旅游年，也必将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力工具。

首先对参与本系列指南第一版工作的 Jeffrey A. McNeely，
James W. Thorsell 和 Hector Ceballos-Lascurain 表示特别的感谢。然
后 ， 要 感 谢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环 境 和 规 划 部 门 的 前 任 主 任 Peter

世界旅游组织

Shackleford 启动出版本书的新版本，以及世界旅游组织的 Eugenio

马德里，2002 年 3 月

Yunis 继续了他的工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高级顾问，Helene Genot
和 Giulia Carbone 为这本内容扩展的新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的支
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区项目的负责人，David Sheppard 在这
一系列指南的准备工作中提供了多部门合作的强有力支持。
本系列指南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许多工作者共同努力合作的成果。本项目的资金由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旅游组织和澳大利亚环境部提供。本书的作
者和相关内容的供稿人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世界保护区委员
会。感谢 Waterloo 大学和 Montana 大学，分别对 Eagles 博士和
McCool 博士提供了帮助，还要感谢西澳大利亚省国土管理和保
护部对 Haynes 先生的帮助。
感谢旅游业顾问 Pam Wight，她承担了本指南草稿的审核工
作。她对本书的编排、内容等方面都提出了全面的、非常有意义
的建议，并提供了充实的附加素材。在最后定稿中，她对文章的
修订和重新组织贡献卓著，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她的参与和贡献。
此外，还要感谢加拿大遗产资源部的 Dick Stanley，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局的 Ross Constable，澳大利
亚环境部的 Lee Thomas 和加拿大公园署的 Derek Wade，他们对

vii

viii

指南的经济效益部分的完成贡献巨大。感谢加拿大公园署的 Per
Nilsen，他就指南的风险管理提供了关键部分，并就有关基础设
施和服务的章节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感谢维多利亚公园的 Rob
Black 就指南的转让管理部分提供了重要的内容。感谢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的 Oliver Hillel 提出了重要的批评性编辑意见，以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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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指导意见。
感 谢 新 南 威 尔 士 国 家 公 园 和 野 生 生 物 署 的 护 林 员 Ross
Constable, 他在 Montague 岛的案例研究中提供了帮助。感谢南
非西北公园董事会的 Richard Davies 协助完成了 Madikwe 野生生

Paul F. J. Eagles

物保留地的案例研究。Chumbe 岛的信息来自坦桑尼亚的 Eleanor

早先接受生物学专业培训，后获得资源管理与规划的硕士及

Carter。保护国际的 Chuck Hutchison 提供了加纳 Kakum 国家公

博士学位，是加拿大注册职业规划设计师。作为加拿大 Waterloo

园项目的最新信息。Sabi Sabi 私人狩猎保留地的 Rael Loon 提供

大学的教授，发表了超过 270 篇文章。于 1970 年在安大略省级

了当地的资料。

公园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从一名暑期学生雇员成为全职的公园规

许多案例研究精选自英国航空旅游业“明天奖”的保护区目

划师。Eagles 博士参加了很多领域的规划工作，包括：公园、旅

录中的优胜者。这份目录是与 IUCN 共同编制的，我们赞赏航空

游业、高速公路设计、电力线路布局、局部设计，环境敏感地区，

公司对发展健康的环境友好旅游业所作的鼓励。

矿山和矿井，人工湿地，城市设计，分水岭设计以及政府政策发

感谢 IUCN 允许我们直接从《东亚的公园与保护区旅游业指
南》
（Eagles 等主编，2001）引用材料，用于案例研究。
感 谢 Waterloo 大 学 娱 乐 与 休 闲 研 究 部 的 研 究 生 Dawn

展等的规划项目。他在 20 多个国家工作过，在北美，非洲和中
美洲积累了坚实的工作经验。从 1996 年开始，Eagles 博士成为
IUCN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旅游业和保护区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

Culverson 和 Elizabeth Halpenny，他们在本系列指南的准备工作

Stephen F. McCool

中承担了研究和编辑助理之责。感谢 Halpenny 女士对草稿修改

是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 Missoula 分校林学院从事野外旅游管

版进行了全面的编辑审查。感谢 Culverson 女士撰写了指南的人

理研究的教授，McCool 博士早先接受林学专业培训，后获得户

力资源部分。感谢 Waterloo 大学娱乐与休闲研究部为项目提供了

外娱乐管理的硕士

办公室及其它服务。感谢 Catherine Eagles 为文件的校样版副本

和 博 士 学 位 。

提供了详尽的注释。

McCool 博 士 从 事

感谢澳大利亚环境部为本书提供了照片的复制本。感谢为本

保护区管理和规划

书提供照片的摄影师们，他们是 Paul Eagles，Jim Boissoneault 和

超过了 30 年，发

Robert Bernard。

表 了 200 多 篇 文

最后，作者要感谢家人对出版本书给予的耐心和支持。

章。他的研究重点
为可持续发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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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与以及自然资源规划方法，特别是“可接受变化的限度”问
题。他是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的成员，任职于旅游业和保护区特别
工作组。
Chris Haynes
从事自然区管理工作超过了 36 年。他具有林业工作的经验，

序 言

在成为 Kakadu 国家公园——世界上最大，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保护区之一 ——首席负责人之前，在南澳大利亚省和北疆
省从事不同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担任四年的顾问工作之前，
从 1985
年到 1994 年，历任西澳大利亚省国家公园负责人，西澳大利亚

保护区和旅游业之间联系的历史也就是保护区本身的历史，

省土地管理和保护部地区处的处长，同时，他还在澳大利亚 Notre

两者息息相关。但是，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复杂的，甚至有

Dame 大学开办有关环境管理方面的讲座。Haynes 先生现就职于

时是相互冲突的。旅游业一直是建立和管理保护区必须考虑的关

Kakadu 国家公园，担任公园负责人。他在保护区内土著人用火

键因素。

和游客用火方面发表多篇文章，是有关澳大利亚北部生物地理学

本系列指南力求在保护区旅游业及其管理方面建立一种理解

方面内容的《季风影响下的澳大利亚》一书的合作编辑人。同时，

的关系，不仅提供了理论构架，同时也致力于在实践方面为管理

他也是世界保护区委员会旅游业和保护区特别工作组的成员。

人员提供帮助。本指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旅游业促进保护区的
发展，而不是破坏它。
虽然保护区的规划者和管理人员与旅游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
系，但是法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却大大限制了
他们的自由。而且，旅游业很大程度上是受那些超出公园管理人
员影响范围的因素控制的。因此，本系列指南的成功在某些程度
上要依赖于政府和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关于保护区及旅游业立
法的更新，或引进经济投资以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性。
不管怎样，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可以也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通过与广泛的相关利益者合作，特别是与工业部门及当地的社区
合作，管理人员能够尽力确保旅游业服务于公园以及附近的居
民。本系列指南包含了许多关于怎样具体实施的实践性建议，这
些建议不仅是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世界上许
多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为了标明实践性建议，一部分章节做了如
下显著指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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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这些问题提供详细的解答。因此，本书只是为建立原则和指导决
策提供一个框架。面对保护区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并没有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1 简介

加拿大 Banff 国家公园内的溶洞和温泉池

1.1 本指南目标
本指南的目标是为了向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和相关利益者提供
有关保护区规划与管理、游客娱乐以及旅游产业等方面的帮助，
以使旅游业在当地的环境和当地的社区中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
认识到对现在的资源和游客管理的重要性，才能使未来的游客同
样能体会到这些保护区所体现的保护价值。
同样，本指南也提供了更多详细的目标：


探讨游客管理的作用，包括如何在环境状况和社会状况
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为游客提供最充分的享受
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采取的控制和限制措施；



描绘出在保护区内规划和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
的蓝图；



提供有关公园旅游数据的注释、度量、管理及运用的指南；



指出增强旅游质量的方法；



通过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描述出有关旅游业怎样有效
地促进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的积极案例；



许多北美最早的国家公园都有温泉和与健康相关的旅游业
© Paul F. J. Eagles

实际上，游览性保护区的吸引力体现出每个公园的管理人

同样通过个案研究，为旅游业怎样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

员在开展保护的同时，如何利用他们对当地条件的理解来表现

提供积极案例。

公园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公园管理必须与当地的情况相

本书是一本指导性手册而非食谱性读物。对读者而言，涉及

结合。

保护区旅游业管理的问题是不断发展的，但本书并不可能就所有
1

2

1 简介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Bon Echo 省级公园中的宿营地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的需求。不仅如此，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言，保护区的公共利
用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也需要将衡量旅游业的术语和方法
标准化。
对孩子的环境教育，Kruger 国家公园，南非

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提供宿营地是公园旅游的一个基础性功能。
© Paul F. J. Eagles

这对保护区管理人员而言，似乎是个相对简单的工作，但实
际上并非如此。管理人员们必须就平衡各方面压力面临挑战。随

对孩子进行环境教育，对当地社区未来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着游客人数的增加，游客利用方式的变化，以及公众对保护区管

© Paul F. J. Eagles

理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这种挑战变得越来越复杂。
特别是在处理娱乐与旅游所带来的压力时，只有通过在所有
相关团体中建立合作关系，保护区的管理人员才能应对所面临的
挑战。我们希望通过将这本书介绍给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以及其

900000

本国游客
外国游客
全部游客

800000
700000

它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当地社区、旅游业者以及保护区团体，

600000

在他们之间来建立上述这种关系。

500000
400000
300000

1.2 旅游业术语和释义

200000
100000

一个衡量保护区公共事业的计划，应当满足公园管理人员对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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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3

哥斯达黎加国家公园年度公共事业状况（改编自 Baez，2001）

用于管理、自然资源保护、持久利用和游客服务方面的可靠数据
3

1992

1991

1990

1989

1988

1985

分重要的。附录 A 包含了世界旅游组织为旅游业制定的定义。

1987

0

的。对于衡量、统计和报告而言，运用旅游业标准化的定义是十

1986

所有旅游业的规模及其影响都是以数据形式加以衡量和描述

4

1 简介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不同的保护区、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保护区系统以及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世界
保护区委员会为公园观光业和旅游业制订并出版了标准化的术
语，其中的一部分收录在附录 B 中。
图 1.1 表明，采取一致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采集，对于获得可

2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靠数据是十分重要的。同无数此类图表一样，图 1.1 显示了在不
同年份上，哥斯达黎加国家公园公共事业的利用状况。这些数据
揭示了自 1985—1999 年期间，公共事业增长了近 4 倍（除了 1990
年初的低迷时期外）。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认识到，着眼于数据
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数据可以反映意义重大的发展变化趋势。对

2.1 保护区简史

所有的保护区管理部门而言，收集和提供精确的、一致的和最新
的数据是十分重要的。

保护区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人类文化。有历史学家提出，
早在距今 2000 年前，在今天的印度，就有专门用于保护自然资
源而建立的区域（Holdgate，1999）。在距今 1000 年前的欧洲，
富有权势的贵族就拥有用于打猎的狩猎区。对特定区域进行保护
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了，例如，太平洋上的古老部族（tapu
地区）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神圣丛林）
。
危地马拉 Tikal 国家公园大广场庙宇

许多国家都拥有用于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国家公园
© Paul F. J. Ea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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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虽然许多社会出于文化与资源使用的需要建立了特殊的保护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危地马拉 Tikal 国家公园的沙狐

区域，但是保护区最初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由国王或统治者
所制定的，主要用于皇室的狩猎。逐渐的，这些地区开始向公众
开放，这就为旅游业和社区参与奠定了基础。1810 年，英国诗
人 William Wordsworth 在他的诗中将 Lake District 描述为“国家
的瑰宝”
。1832 年，美国诗人、探险家、艺术家 George Catlin 指
出人们需要“一个国家公园，这其中不仅有人和动物，而且有一
切自然界的野性与清新之美”
。Catlin 认为美国东部的扩张和发展
对当地土著文化上造成的破坏负有责任。
但同时，他也通过对大草原的观察指出人与环境可以和谐发
展。186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Yosemite 授权，正式将现在黄石
国家公园的一个重要部分划给加州作为“公共事业、休闲和娱乐

Mayan 市 Tikal 对于重要文化遗址的保护也包括了稀有的沙狐。

之用”。这一事件虽小，但却影响深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

© Paul F. J. Eagles

家公园诞生于 1872 年，政府法令明文规定黄石公园是“一个为
了公众利益和娱乐目的的公园和场所”。有趣的是，黄石公园并
非像 Catlin 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和环境而建立的。

危地马拉 Tikal 国家公园的单眼火鸡

这些早期的美国国家公园，像大峡谷、Rainier 山都建于西部，
地域广袤，物种丰富。而提出将大片土地建为国家公园的观点，
却是来自于许多居住于东部的居民。
1866 年，英属新南威尔士划出包括悉尼西部 Jenolan Caves
在内的 2 000 hm2（近 5 000 英亩）土地供保护和旅游用。后来在
此基础上建立了今天人们所知道的蓝山国家公园。1879 年，皇
室国家公园也在新南威尔士建成。该公园位于悉尼以南，为这个
新兴的国际大都会提供了一个自然休闲的场所。
1885 年，加拿大在落基山脉的 Bow Valley 建立了温泉保护
区，就是后来的 Banff 国家公园。1887 年通过的法案援引美国对
黄石公园的定义，指出该公园是“一个旨在为加拿大公众的利益
和娱乐服务的公园”。那些在全国大兴土木的铁路公司见证了这
些公园的诞生对于刺激游客增长的巨大作用（Marty，1984）
。

7

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使得稀有的单眼火鸡在 Tikal 国家公园大量繁殖。
© Paul F. J. Ea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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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 19 世纪末，南非也建立了好几个森林保护区。1894
年，新西兰政府在与毛利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建立了 Tongariro
国家公园。对于毛利人来说，那个地区一直以来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见，许多国家早已为如何建立和管理公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做
好了准备。
19 世纪的现代自然保护运动起源于一些所谓的新兴国家，

这些公园都有着一些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是由政府修建；

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美国等。在 20 世纪，这股浪潮席

第二，它们通常地域广袤，有相关的自然环境；第三，它们都是

卷了全球，其结果是保护区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几乎所有的

面向所有公众。因此，从一开始，旅游观光业就是国家公园发展

国家都通过了保护区的立法并划定了相应的区域用以保护。截至

的支柱。

2002 年，全球共有 44 000 个地区符合 IUCN 的关于保护区的定

在一些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美国等联邦国家，许多
省或州的政府也开始各自兴建保护区。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于
1885 年建立了维多利亚女王尼加拉瓜瀑布公园和 Algonquin 国家
公园，后者于 1893 年更名为 Algonquin 省级公园。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园的建立，人们意识到必须建立一种合作

义（见下图），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10%（UNEP-WCMC 资料）。
图 2.1 说明了保护区数量和面积的增长情况。
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对“保护区”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
随着更具针对性的不同类型的保护区的出现，人们对保护区的认
识也由最初的单一的只是提供保护和娱乐而变得更加丰富。

管理的措施。1911 年，加拿大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园管理机构，
“自治领公园局”
，由 James B. Harkin 出任局长。美国国家公园

25000

管理局（USNPS）建于 1961 年，USNPS 的管理理念同时包含了
保护和利用，当时的法案是这样写的：
“本局的建立旨在提升与规范联邦区域，诸如国家公园、纪

保护区的面积增长（km2×1000）
20000

保护区的数量

15000

念馆、保留地……，以这样的方法来对上述公园、纪念馆、保留
地的最基本目标作出统一，此目的是为保护当地的景观、自然和
文化遗产，以及当地野生物种，并提供相应的娱乐，使之免于破

10000
5000

坏，能够为后代所享用”
。

的乐趣，也从经济上支持了公园的发展。此外，Stephen T. M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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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倡导更多的游客到公园观光旅游，这样游客们不仅享受了旅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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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T. Mather，USNPS 首任执行官，与 James B. Harkin

保护区的增长－1900 年至今

和 James B. Harkin 也共同发展了公园旅游的管理方法和模式。
因此，贯穿于早期保护区历史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许多国家现在已经不像国家公园建立之初时那样，而是把

存，与土地、自然、文化资源一样，人也是保护区中的一部分。

保护的重点放在了文化价值上。例如，欧洲就最先提出了对聚

这也是苏格兰移民、Sierra 俱乐部的创始人 John Muir 所倡导的

居地风景的保护。近年来，对海洋环境的关注显著增加

观点。他在“让大山微笑”的活动中号召人们为了自己的身心健

（Kelleher，1999）。

康走出家门，去他所热爱的 Sierra 内华达山脉体验自然。显而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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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 Peter Murrell 保护区

此外，随着对保护区经济效益的日益重视，人们开始改善保
护区的环境，诸如建立供水系统、防洪以及减轻气候变化所带来
的影响等（IUCN，1998；IUCN，2000）
。
尤其是在 1992 年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根据《公
约》第 8 条 a 款，作为实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及其它目标的有
效手段之一，人们越发地重视发展国家级的保护区体系（Davey，
1998）。实际上，许多保护区已成为国际网络及全球体系中的
一部分，特别是世界遗产网络、Ramsar 网络和保护生物圈网
络。此外，也有地区性的网络，像欧洲的欧洲自然保护 2000
网络。他们呼吁要充分认识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的作用（Beltran，
甚至小公园也可以在自然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塔斯马尼亚的这个小型
公园为濒临灭绝的 Forty-spotted Pardalote 提供了栖息地。

2000），并且就那些跨越国界的保护区应当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Sandwith et al.，2001）
。

© Paul F. J. Eagles

2.2 IUCN 保护区管理分类系统
有关保护区建立的思想也在迅速发展。例如，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生态学的发展，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对资源规划与
管理的系统性方法的需求。我们可以从 IUCN（1994）保护区分
类系统上看出，尽管 IUCN 也承认诸如娱乐和旅游这样一些目

近些年保护区的观念发展迅速，并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尽
管如此，IUCN 还是给保护区做出了如下的明确定义：
“运用合法或有效手段进行管理，用以保护和维护其生物多

标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将保护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作为出发点。

样性，及相关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一片陆地和/或海洋区域。”

许多公园在启动之初就将生态学应用与新公园的建立放在同等

（IUCN 1994）

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当一个国家确定了把一个自然和文化上丰

IUCN 上述宽泛的定义，实际上表明了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多

富多彩的地域划为保护区之后，人们就不可避免的会有到这里

样化。为了对保护区管理目标增进理解和加深认识，IUCN 在其

来游玩的意向。旅游业由此在许多公园迅速增长，成为社会文

“主要管理目标”
（IUCN1994）中对保护区做了如下 6 种分类，

化的主要部分。

如表 2.1。

经济学也是保护区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

IUCN 保护区管理分类系统是在其主要管理目标基础上建立

保护区内旅游业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对其所在社区、地方和国家的

起来的。表 2.2 说明了如何通过对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分析来确定

重要性。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人们对公园旅游业经济影响的

保护区所属的类别。

深入了解，将很有可能使得公园旅游业更加系统化。人们也将认
识到，一个公园体系对于公园旅游业框架和生态系统的作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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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园系统把保护文化与历史性纪念物的完整性作为管理
表 2.1

IUCN 保护区管理分类（IUCN，1994）

的中心任务，这些地方通常也是旅游胜地。不管怎样，那些出于
文化或历史原因建立的保护区，像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型历史

分类

描述

I

严格的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主要用于科学研究或野生动物的保护。

Ia

严格的保护区：主要用于科学研究。

Ib

野生动物区：主要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性国家公园体系，并不适用于 IUCN 在表 2.1、2.2 中的分类。
海洋保护区（MPAS）也适用于 IUCN 对保护区的定义及分

II

国家公园：主要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和娱乐。

类系统。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及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海洋保

III

天然保护区：主要用于特定自然特征的保护。

护区的重要性日益显著。Green 和 Paine（1997）指出与海洋相关

IV

栖息地/物种保护区：主要用于防范外来种入侵而对物种进行保护。
陆地风景/海洋风景保护区：主要用于陆地风景/海洋风景的保护和娱乐。

的保护区数量已经超过了 2 000 个，占地约为 250 万 km2，包括

V
VI

资源管理保护区：主要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

陆地、暗礁、海草带、失事船只、考古遗址、潮汐泻湖、滩涂、
盐碱性沼泽、红树林以及礁石。20 世纪 70 年代，海洋保护区的
数量剧增。这主要是由于 Green 和 Paine 将格陵兰国家公园也计

表 2.2

IUCN 保护区管理分类和管理目标矩阵

算在内。这个公园的占地面积将近 1 百万 km2，是最大的保护区，

Ia

Ib

II

III

IV

V

VI

而实际上其大部分地区都是陆地。在 90 年代，建立海洋保护区

科研调查

1

3

2

2

2

2

3

的数量有所下降，发展的趋势是减少海洋保护区的数量，而扩大

野生生物保护

2

1

2

3

3

－

2

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1

2

1

1

1

2

1

其范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海洋保护区无论在数量和

环境保护

2

1

特定自然/文化特征的保护

－

旅游和娱乐*

－

教育

管理目标

1

－

1

2

1

范围上，都无法实现最基本的保护目标（Lawton，2001）。造成

2

1

3

1

3

这一结果的原因有：

2

1

1

3

1

3



对海洋生态系统知识的缺乏；

－

－

2

2

2

2

3

自然生态系统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3

3

－

2

2

1



认为海洋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毋须保护；

文化和习俗的保护

－

－

－

－

－

1

2



现实中大多数的海洋生物和资源并不属于特定的行政
区域；

1＝首要目标；2＝第二目标；3＝潜在的可行目标；－＝不可行



*本书的重点所在

只有极少部分的海域在国家及其属地的明确权限之内。

保护区目标的确立和提出本身并不能确保保护区的价值。因
表 2.2 中，除了 Ia（严格的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外，其

为，正如文中所述的，保护区并不只是提供简单而单一化的“保

余 5 类都不同程度的将娱乐休闲和旅游业作为一项管理目标。表

护”，而是具有许多不同的管理目标，所以以上的数据有可能会

2.2 也说明了，尽管保护生物多样性是许多保护区的一项重要功

对保护区管理产生误导。最重要的是保护区要通过管理实现不同

能，但是并非是保护区的唯一目标，也并非是其首要目标。尽管

层次的诸多目标。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大力提高保护区的管理

如此，IUCN 在定义中仍然强调，任何一类保护区都必须制订专

效率（Hockings，2000）。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实施管

门的政策以保护和持续生物多样性。

理框架和策略以确保对保护区自然和文化价值的保护和支持，是
十分重要的。管理人员有责任对保护区的自然和相关的社会文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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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进行保护。同时，管理人员也必须确保合理的旅游业与娱乐
的发展。对于管理人员而言，如何兼顾旅游业的发展、保护区资
源的保护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确实是一项挑战。本指南对上述
管理人员及其相关者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有效地管理旅游观光

3 保护区旅游

业，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3.1 影响旅游业和保护区规划的趋势
所谓规划，就是指在可以确信的范围内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选
择，并辅之以达到目标所需要的策略和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说，
是规划推动我们走向未来。因此，对于规划者和旅游业者而言，
充分理解所做规划的背景，如社会、政治、经济趋势等是十分关
键的。只有充分理解上述发展趋势，才能有机会在市场中获益，
才能使工作更加有效和更加实际，才能保证保护区旅游的发展策
略和活动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由于这个世界充满了变化，公
园规划者和旅游业运作者必须明白，这些非线性的、多变的因素
究竟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规划和目标。
人们对于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兴趣反映了一种不断增
长的潮流，就是社会越来越关注于环境的质量和旅游业所造成
的影响。感受自然，亲历自然正成为一种时尚（Tourism Canada，
1995）。
大到全球范围，小到一个地区，许多趋势是相互补充的。另
外有一些趋势相互间强烈抵触，但是效果上相互抵消。当这些趋
势被分别独立的进行研究时，人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并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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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人口老龄化
医疗水平的进步意味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里，60 岁以上的人口在人群中的比例增长显著（1900 年 69%，1950
年 8.1%，2000 年 10.0%）
。在下个世纪里，这一比例将上升的更
快，联合国预测，到 2050 年，60 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全球人口总
数的 22.1%，到 210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28.1%。
“到本世纪中
叶，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将达到 50 岁或者更高，包
括西班牙（55.2），意大利（54.1），日本（53.1），德国（50.9）”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02）。因此，保护区旅游者的老龄人口

在南非，无论是国家公园还是私人保护区，与生态旅游都息息相关。

比例也有着上升趋势（如图 3.1 所示）
。

© Paul F. J. Eagles
单位

3.1.1 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旅游需求
全球男性和女性获得正规教育的平均水平正在上升，其文化
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水平与户外

28.1%

0.30
0.25

60 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22.1%

0.20

娱乐活动的需求密切相关，并导致了旅游和娱乐方式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将旅游体验视为生命中的一种财富而积极投入
到这项极富吸引力的活动中来，包括诸如边走边学（向导旅游），

0.15
10.0%
0.10

6.9%

8.1%

专门学习性旅游计划（团体教育性旅游），以及野生动物观察，
参加节日活动，自然和文化传统学习等在内的旅游业增长迅速。
保护区内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使得它们自身成为旅游的一部分。因
此，像生态旅游者这类对参观保护区兴趣浓厚的群体，通常具有
较高的教育背景（Wight，2001）
。

0.05

1900

1950

图 3.1

2000

2050

2100

年份

3 个世纪中，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以上这一类型的旅游需要相应的说明材料（如指南、手册）、
设施（如旅游中心）以及指导（生态导游）等。这些无形中提高
了人们对保护区服务质量的期望，也带来了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的政治压力。这也有助于为公园保护提出更多的个人约束，并值
得保护区管理人员加以鼓励和扶植。
17

来源：世界人口长期预测，以 1998 年版本为准，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公众事务部人
口署。

现在的老年人比过去更加健康，尽管他们的体力有所下降，
但是老年人过着比过去更加健康、积极的生活。因此，随着年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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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应当认识到，在女性不同的人生阶段

但是对于其它一些户外活动，像远足、郊游、钓鱼等，他们仍然

中，她们在公园旅游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因此，虽然年

保持着甚至有着更多参与的热情。并且，比如他们对舒适住宿条

轻的单身女性未必会经常光临保护区，但是母亲们却将其视为带

件需求的增加也弥补了对野营需求的下降。

孩子们游玩的好地方。中年女性经常会面临工作与家庭责任的两

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提早退休及丰厚的存款带来了大量

难，对于公园旅游这样一种需要认真准备和花费大量时间的活

的旅游人口。美国每年休闲旅游交通工具的销售超过了 60 亿美

动，她们经常有心无力。年老的退休妇女，尤其那些结伴出来旅

元，其中大多数的消费者是老年人。未来十年，在北美、欧洲和

游的女性，则对保护区观光显示了浓厚的兴趣。

澳洲，这一趋势还将上升。
旅游人口的老龄化一方面给保护区的规划和管理提出了挑

3.1.4 闲暇时间的分配变化

战。比如，需要修建更多的洗手间，降低道路的坡度，以及为更

闲暇时间的数量、分配和获取等方面的发展趋势非常重要，

多的残疾人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旅游人口的老龄化也带来了机

但有时又会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是一个复杂深奥的话题。对很

遇，他们对保护区提供的旅游项目更感兴趣。由于拥有较多的存

多人而言，闲暇时间的增加来自于工作时间的减少、家务打扫的

款，他们更愿意享受高水平的解说、向导及其它服务，并为此花

自动化等。闲暇时间也会发生减少，比如一个职业女性同时还要

钱。公园管理人员应当深入了解老龄人口对保护区的需求，以及

操持家务。单亲家庭数量的上升，使得无抚养责任的一方的闲

失去这一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所带来的风险。

暇时间增加了，而另一方的闲暇时间减少了。对于那些需要打
工来缴纳学费或扩大购买能力的年轻人，他们的闲暇时间也是

3.1.3 妇女角色的改变

很少的。

在许多国家中，妇女的角色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

去公园观光是对度假时间的再分配。在北美，人们不再花两

这一变化仍将继续。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

三个星期的假期外出旅游，而更愿意经常性的去一些离家近的地

性开始相互认同对方的角色特征。在劳动力大军中，妇女的地位

方做短期旅游，短途旅游（特别是 2～4 天的周末游）占到了美

变得愈发显著，甚至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同时，妇女收入的增长

国假日旅游的 80%。因此，许多公园都为游客提供在有限时间内

也高于男性，这带来了更多娱乐和旅游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决

的短途旅游。这意味着需要更高质量的服务和更加细化的娱乐项

定旅游目的地的通常是女性。

目。相反，在欧洲许多地方，人们花更多时间去度假。例如，德

在单独活动上，男女对于旅游的兴趣相差很大。男性偏好于

国 20 世纪 90 年代推行 6 周带薪假（Tiegland，2000）
，法国国家

带有挑战体能性质的活动，而女性则更青睐类似于自然文化旅

法实行一周 35 小时工作制。因此，欧洲特别是欧盟国家产生了

游、生态旅游等观光性的活动。许多妇女对保护区旅游也十分感

大量的公园游客。在东亚一些新兴的经济发达国家，如中国，带

兴趣。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到保护区的吸引，并投身于保护

薪假期的出现以及人们对旅游时间的自由支配使得旅游业发展迅

区的管理工作中来。在很多国家，妇女在发展经济、社会、环境、

猛。随着这些游客的鉴赏力的提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对保护

保护区政策等方面担任了关键性角色。

区产生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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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 Algonquin 省级公园的 Pog 湖和宿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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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休闲方式的改变
初看之下，你可能认为各个国家的闲暇时间都来自于经济增
长，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和男女角色的转换。然而实际上，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人们的工作中，尤其是工作压力很大的
白领中，闲暇时间会大大减少。当然，随着寿命的延长和退休年
龄的提前，人们的闲暇时间也会增加。退休的老年人每年旅游的
时间要更多一些。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一部分地区的
收入提高带动了国内旅游和国际间的交通往来。如果这一趋势继
续下去，那么所有保护区，包括那些地处偏远的保护区，将面临
更大的压力和更高的服务质量需求。

这个美丽的湖泊位于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汽车野营点附近。
精心的设计，有效的管理和高素质的游客保证了湖周围的环境和
植被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Paul F. J. Eagles

3.1.7 先进的全球通讯和信息技术
在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和其它的通讯技术，人们很容易就
能获得有关保护区和旅游的大量信息。互联网导致了人们的目的
地遍布全球各地，也使得公园经营者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直接向游

3.1.5 服务质量的重要性

客提供及时而丰富的信息。由于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图像，这些

游客对高质量娱乐需求的迅速增长需要相应的优质服务相支

图像信息势必会引发游客对保护区的猜想和期望，因此保护区管

持。那些在日常工作中享受优质服务的游客同样希望在旅游观光

理人员和旅游业经营者应该认识到在互联网上应提供什么样的信

时也能享受同样的服务。他们希望导游既彬彬有礼又善解人意，

息，以及如何满足游客的期望。

他们希望有宾至如归置身其中的感觉。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就意味

这些新技术可以使网站的访问者对从管理政策到娱乐体验的

着针对更多需求提供相应的解决之道，说到底，即服务质量。大

方方面面有了全方位的了解。游客由此将会更加支持保护区政

多数的公园管理处缺乏服务质量意识或者相应的监督，使得他们

策。尽管如此，很多保护区管理局，特别那些地处发展中国家的，

的服务原始落后而迟钝。

仍然无力维持复杂的互联网站点。相反，一些私人组织承担了提

无论保护区管理人员还是私人业主都应该向游客提供优质服

供网络信息的大部分工作，比如非政府组织（NGOs）、旅馆、酒

务。确定优质服务的目标，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及怎样采取

店、旅游公司等。这一现象在东非、南非以及南美尤其突出。这

恰当的监督，这些都是管理人员面临的难题。关键在于要让这些

种情况使得保护区管理局无法控制那些信息的可信性，也就无法

聪明的客户认识到：他所享受的服务是高质量的，那么他们就会

影响游客因此而产生的期望。同时，对实现公园管理目标形成了

慷慨解囊。

危害。
技术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当地的旅馆、旅游胜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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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附近的保护区网站建立链接，从而提高商务旅行者进行短期旅

缺乏认识和准备的旅客足以毁掉一个海洋保护区。如果没有足够

游的数量。私人的生态旅游区可以利用实时网站（比如野生动物

的管理资源，对生态及文化造成破坏的威胁将是巨大的。但是，

观测）来吸引全球的游客。游客也可以将自身游览体验通过网络

在某些地区，保护区管理人员对那些数量较少的探险类游客持

告诉更多的人，由此提高对保护区的认识。

欢迎态度（例如在加拿大的极圈范围内），因为工作人员可以满

新兴技术同样也会产生危害。例如，有些机构通过制作逼真

足这些游客的需求并向他们提供详尽指导。这些海上游客对陆

的保护区网站来误导游客。此外，一些游客在野外可以实时进入

地上设施的要求比较简单，这样就减少了旅游在生态系统遗留

保护区的数据库，与地理信息地图相连接，准确及时地获得野生

下的印记。

动物的地图和照片，包括其分布及地理位置。他们所拥有的资料
也许超过了一个公园管理人员，这大大不利于保护区管理人员对
1600
（预测） 1600

游客行为的控制。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所带来的长期效果不
仅意义深远，而且究竟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

1400
1018
（预测）

3.1.8 旅行选项的增加
随着航空业和海洋交通的飞速发展，旅客可以更高效、更迅

1000
800

702

速地前往更遥远的地方旅行。国际间的旅游在近几十年来发展迅
速
（图 3.2 显示了 1980 年以来的增长，
并预测了至 2020 年的趋势）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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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327

400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20 年国际旅游将以每年 4.1%的速

200

度递增，其中大部分来自北美、欧洲和东亚（WTO，1997）。而
这些都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恐怖活动和地区不稳定所产

0
1980

生的安全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最后，燃料的成本及供给将

1985

1990

图 3.2

1995

2000

2010

2020

全球旅游情况（单位：百万）

极大地限制旅游的长期增长。
远程航空旅游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全球旅游业，人们开始在世

引自：WTO，1997

界范围内寻找世界遗产地域、国家公园和其它保护区。事实上，
每一个现存的保护区尤其是国家公园，强烈地吸引着游客，这一
趋势仍将持续，保护区管理人员应该为更多来自全球的游客做好
准备。大量的游客将给保护区带来语言、文化和观念上的挑战。
同时，它也意味着提高收入，增加就业，以及向世界传播文化和
生态价值理念的机会。
乘船旅游也面临诸多问题。因为游轮的载客量极大，会迅速
带来巨大的环境及社会方面的影响。例如，一群对海洋公园旅游
23

3.1.9 人身担保和安全
与其它因素相比，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是影响旅游业需求的最
大因素。对恐怖活动的恐惧会左右全球旅游业的趋势。当发生地
区战争、叛乱、恐怖活动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旅游都会显著下
降，也很少有游客光临保护区。这种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显著，
因为其旅游人口中相当大的部分为外国游客。此外，影响人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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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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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正是保护区所追求的。
一些游客正是“用脚投票”的一类旅游者。他们光顾那些口

不同国家提供合适的安全标准的能力差异巨大。这一点尤其

碑良好的旅游胜地，对那些存在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地方不屑一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因为游客在计划旅游行程时经常会比较不同

顾。此外，还有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在旅游业中应该采取高标准的

景区的安全状况。一旦某处景点“恶名在外”，那么要想让游客

环保指标的国际规范，如绿色环球 21 章程（专栏 3.1）
。最近绿

对其重拾信心是很困难的。同时，一个国家一旦有了这种负面印

色环球组织和澳大利亚生态旅游组织联合开发了一项新的生态旅

象，将影响其保护区的吸引力。近来在埃及和乌干达发生的暴力

游，旨在为公园旅游管理人员提供更多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管

袭击游客事件，使他们的旅游业倒退许多年。度假旅游是一项奢

理人员对保护区的价值进行保护，相互借鉴，确保对游客的吸引

侈的活动，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不会把那些充满不安全因

力。只有高水平的资源管理才能带来高质量的旅游业，并因此形

素的地方作为目的地。

成良性循环。

事实上，游客对其目的地是否安全的估计与实际情况相比同
样重要。令人误解的媒体报告以及缺乏地理知识的潜在消费者会

专栏

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安全顾虑，这对许多保护区造成了恶劣的影

及市场化的行业评估章程

响。管理人员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对自然环境中的风险毫无准备的
新手。

3.1 绿色环球 21：一份用以促进环境可靠的旅游业健康发展以

在绿色环球的评估章程中，公司、社区、供应商以及专业人士等都
可以通过 3 种分类方式，获得对其运作的可持续性有较高水平的认可，

保护区管理人员应当充分认识游客对安全方面的期望，向潜

从而用于商业运作：

在的游客介绍保护区当地的状况，并对游客安全方面的要求作出

A：附属机构。附属公司等是指那些希望在可持续旅游业中获得立

积极的响应。如果可能的话，保护区管理人员有必要进行适当的

足点，能够获取广泛支持和信息资源，以作为环境可靠的旅游机构得到

安全管理规划，包括建立一个公共关系部门。应该把如实向游客

官方认可，并能够支持、传播生态价值观念。

说明实际情况和认真对待安全问题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
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保护区将付出惨痛代价，毕竟今天的游客
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由于那些公园管理不当造成的
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B：基准。基准公司及组织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第二步。绿色环球
21 网站向他们提供关于基准的信息。他们不断接受评估并在向下一目
标努力的过程中得到帮助。
C：认证。认证公司及组织通过对绿色环球 21 的深入了解进入了
可持续旅游业。认证成员受到独立的评估和审核。定期的审核确保了成

3.1.10 不断增长的社会和环境忧虑

员表现水平的稳定和提高。
网址：http://www.greenglobe21.com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对社会不公和环境问题忧心忡忡，人们越
发认识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对环境没有损害的旅游。他们支持
当地的保护机构和社区发展活动。他们开始采取环保的做法，崇

3.1.11 经济全球化

尚“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浓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会受到来自其它国

厚兴趣正反映了这种关注。保护区应充分利用人们的环保意识，

家的决策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某些国家政治或经济上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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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决策将影响海外旅游业，甚至会影响另一块大陆上保护区旅游

板块与之进行组合，直到匹配为止。这就减少了对保护区的负面

业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东道国对旅游趋势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

影响而增强了游客的满意度，增加了保护区的经济收益。

这种来源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联系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不

对游客板块的分类方法：

仅如此，它还会造成与其它国家旅游业的竞争。当然，保护区管

1）按人口统计学指标（即根据年龄、性别、职业、出生地、

理人员也可以通过明智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利用全球化的背景，通

收入水平、民族、宗教、受教育程度）可分为：例如 30 岁以下

过因特网以及建设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场所。要实现以上目标，保

和 65 岁以上两类，显然他们参与旅游的方式和特点大不相同。

护区当局应当了解全球旅游业的趋势，从中为自己定位，掌握信
息，实行恰当的管理。

2）按地理条件（即出生地、距离交通地点的远近）可分为：
当地游客和外国游客。
3）按心理因素可分为：追求冒险者和绿色游客，后者的目
的在于享受自然和服务。

3.2 市场的增长和多样性

4）按参与方式可分为：野营者和游客。这两类游客是很容

3.2.1 生态旅游和基于自然的旅游

易区分的。但是，管理人员也应当认识到一位游客的参与方式可
能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游客对保护区有着不同的期望。

参与户外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远足、骑自行车和一

5）按旅游的频繁程度可分为：经常性游客或回头客和一次

些水上运动中，例如皮划艇和潜水。一些“软”的探险和生态旅

性游客。经常性游客或回头客对保护区的了解更深入，期望也更

游也迅速发展。“软”探险指那些无特定目标，比较随意，主要

高，他们要求的是更深入的参与其中，他们所关注的也更多。

以舒适为特点的活动。相反，“硬”探险和生态旅游有其特定的

6）按所获得的效益可分为：挑战自然者（例如漂流、登山）

目标和活动，游客注重于体验野外生存而不强调舒适性。针对

和学习自然者。有些游客喜欢和家人、朋友一同出游，有些则

不同需求，旅游业开辟了一揽子不同类型的项目以满足人们的

完全是为了欣赏自然。我们可以根据人们旅游的不同目的进行

兴趣。

分类。

保护区对于不断增长的在自然环境中的户外活动及旅游具有

分类的价值体现在能够预测出游客的行为，帮助管理人员做

很高的吸引力。保护区管理人员面临着挑战，即如何确保游客在

好准备。通过分类可以帮助管理人员了解游客选择某个保护区的

参与到他们所期望的活动中的同时能了解并遵照保护区的价值标

目的何在，使管理更加有效。这样游客也能够从中获得更加令人

准行事。机会就在眼前，保护区管理人员应该制定市场目标，同

满意的服务和效果。

私人业主合作，使保护区更具吸引力，也使管理工作更富成效。

保护区管理人员必须按照以上分类方法进行复杂的调查研究
工作。Hall 和 McArthur（1998）指出用推论推出的不同变量来

3.2.2 保护区游客的复杂构成

解释市场行为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些推论推出的不同变量来自于

所谓的“单一的保护区游客”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市场由

对当事人相关问题的直接采样，如动机、期望、态度。对于缺乏

为数众多的板块构成，每一板块都具有不同的特征、期望、参与

进行复杂分析研究能力的保护区管理人员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

行为和消费方式。市场按照保护区生态和文化的不同特征将这些

将调查采样与保护区的服务和设施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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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游客有各自钟爱的保护区类型，例如，Lawton

旅游业的规划与发展应当充分利用游客的兴趣所在，以便扩

（2001）对 IUCN 关于保护区的分类（见表 2.1）进行了分析。

大经济发展机会，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她将团体的旅游观光归入“生态旅游”，其它的归入“观光”并

表 3.2 简要描述了一些相关的目标。

将生态旅游者分为温和派与强烈派。表 3.1 显示了游客与 IUCN
表 3.2

保护区分类之间的关系。

保护区旅游业的潜在收益

 增加当地就业机会

表 3.1

旅游业与 IUCN 保护区分类系统的相容性（Lawton，2001）

 增加收入
 刺激新旅游公司的诞生，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细分

IUCN 保护区类型

“硬”生态旅游

“软”生态旅游

（见表 2.1）

（见 3.2.1 节）

（见 3.2.1 节）

Ia

否

否

否

Ib

是

否

否

II

是

是

否

 提供员工更多的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更多自然保护基金和社区基金的出现

其它形式的旅游

扩大经济
发展机会

 促进当地产品生产
 扩大市场和外汇创收
 提高生活水平
 增加当地税收

III

是

是

否

IV

是

是

否

 保护生态进程和水域

V

否

是

是

 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

VI

否

是

否

 保护、评估和健全文化遗产资源
 建立经济上的价值标准，用以保护那些为人们所忽视，或者代表了与

来源：Lawton，2001

其看做收益，不如看做是一种成本的资源

并非所有 Ia－VI 类中的游客都是生态旅游者。在无法进行
更多调查和采样的前提下，表 3.1 对于如何找出保护区及其对应
的游客是十分有用的。

保护自然和
文化遗产

 通过教育和宣传向人们传达保护的理念
 向游客和当地居民解释说明保护区对于自然和文化的意义，培养起新
的一代负责任的消费者
 为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开发高效的管理系统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和实
践提供支持，以及为影响旅游和旅游业运行的对游客的行为动机的研

3.3 保护区旅游业的潜在收益
保护区旅游业包含成本和收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

究提供支持
 改善当地的公共设施、交通、通讯状况
 帮助保护区建立起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
 提高人们对于健康在美学、精神等各方面的认识

杂。保护区规划者应当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实现成本的最

 支持对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环境教育

低化。本指南无法就所有旅游业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给出详细的分

 建立面向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富于吸引力的，能够与渔业、服务业及众

析，以下只是一些主要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保护区的主旨在于维持某种生态进程或生态条件，比如一种

多相关产业和谐发展的旅游经济
提高生活质量  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
 鼓励、促进文化艺术和手工业的发展

野生动物的数量、栖息地、一个地方的风景或者某个文化遗产，

 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

例如某个地区的传统风俗（表 2.2）
。游客通过旅游了解这些保护

 鼓励人们学习外语，了解外国文化

区的价值所在，并从中获益。
29

 提高人们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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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保护区在开展旅游之初需要大量的投入，但从长远

3.3.1 增加经济上的机会

来看，保护区旅游带来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例如，在圣卢西亚，

旅游业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旅游业也

游客通常都会游览 Sulphur Springs 国家公园。根据估算，如果对

被视为是一项吸引外汇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保护区开始吸引越

公园加强建设，除了投入以外，还会造成其它费用上涨，如人工

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时。例如，1994 年哥斯达黎加的旅游业创造了

费、设备维护费（Huber and Park，1991）
。前两年的预计费用将

超过 600 百万美元的外汇收入（专栏 3.2）
。1991—1992 年，到澳

超过预期收益，但之后将实现盈利。

大利亚大堡礁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的游客的花费超过了 776 万澳元
（543 万美元）
（Driml and Common，1995）
。因为与其它产业相

专栏 3.3

比旅游业成本低廉，政府通常将旅游业视为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

过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资助保护区体系的实例

卢旺达 Parc National des Volcans 的大猩猩旅游：一项通

在卢旺达，与大猩猩有关的旅游业收益颇丰，许多保护区都提供类
专栏 3.2

哥斯达黎加的保护区系统—— 一个以保护区为基础的生态

旅游业的成功案例
在哥斯达黎加，国家公园、野生保护区、栖息地占地达到 630 000 hm2，

似服务。1976—1980 年，这些旅游业项目还入不敷出，但之后便开始
盈利，到 1989 年，收入已经超过了 1 百万美元，同时成本只有 20 万美
元。在卢旺达的 Parc National des Volcans，对山谷野生大猩猩的旅游需
求远远超过了旅游许可的限度（每天 24 人），以至于政府甚至可以将费

超过国土面积的 25%。其中大部分由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购买运作，

用提高到 200 美元每人每小时。这些收入足以支持其它的保护开支（如

而到了 80 年代产生了经济危机，90 年代时国际上对哥斯达黎加的捐款

导游、守卫）和服务。该项政策每年产生 1 百万美元的收入，直到由于

日益减少。哥斯达黎加开始提高公园的门票价格，并实行了针对外国游

内战关闭了大猩猩观光旅游。

客和本国游客的价格双轨制。尽管收费增加了，哥斯达黎加还是成为了

来源：Lindberg and Huber，1993

广受欢迎的国际旅游胜地。1999 年哥斯达黎加的外国旅客人数达到了
103 万。如果按照 1996 年的数字来估计，这些外国游客中的 66%选择
的是保护区。每年哥斯达黎加旅游业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哥斯达黎加
以国家公园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资料来源，Honey Cited in Brown， 2001
网址：http://nature.org/aboutus/travel/ecotourism/resources/

保护区旅游胜地的收入完全可以支持一些游客稀少的保护
区，或是本身不适合大量游客观光的保护区。专栏 3.3 列举了卢
旺达的情况。
保护区的预算通常要比其它土地预算要高。例如，在津巴布
韦的 Devure 农场，Pricewaterhouse Cooper 指出以实际豢养率计
算，每头牛的潜在生产力为 22 津巴布韦元每英亩每年（以高豢

要实现以上经济效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必须有促进

养率计算这一数值增加到 37 元）
。而一项小型的野生旅游项目（包

消费的相关产业和服务；（2）必须把本地区之外的泄漏金额减到

括观光、狩猎）则能够产生 67 元每英亩每年的收益（Lindberg，

最小，经济收益外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例如，哥斯达黎加

1998）。然而，由于津巴布韦政府将当地居民迁移定居问题视为

Tortuguero 国家公园只有不到 6%的收入进入当地社区的收入

更重要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多数有关野生动物的旅游业已

（Baez and Fernandez，1992）。所以旅游业应当做到自给自足，

经在津巴布韦停止下来，原因在于保护区土地的流失和游客人数

减少对当地以外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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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例子都表明了国内因素对旅游业的冲

旅游业规划者应当尽量减少这种泄漏（WTO，1999）。无论采取

击，以及旅游业的巨大经济效益。面对旅游业这项奢侈品人们

何种策略，当地社区参与到经济效益的规划和计算中都是十分重

有多种选择，通常他们不会选择到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地方（见

要的。

3.1.9 节）。
保护区管理人员应当努力促进制定能实现长期经济发展和带
来常客的政策。他们还应当尽力通过游客的高消费和本地的低泄
漏实现地区就业的最大化和社会、文化利益。
指南 实现经济利益的途径：






3.3.2 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
以保护区为基础的旅游业是支持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关键
因素。它可以通过由门票、服务收入、地方税收和一系列其它方
法来补偿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并维持文化传统、提供教育。间接上，

增加游客人数：除非大量游客在经济上带来的收益超过

通过证明保护区旅游业可以给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带来好处，还可

成本，否则扩大游客量是有风险的。它将带来其它的负

以对自然遗产的保护提供公众和政治上的支持。旅游业使得一些

面冲击。

海洋保护区繁荣起来。例如荷兰的 Antilles（Bonaire 海洋公园）
，

增加游客停留的时间：这将增加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销售

Seychelles（Ste.Anne 国家海洋公园）和肯尼亚（Malindi/Watamu

机会。

公园保护区）。专栏 3.4 描述了旅游业如何资助了南非的一项宏

吸引更加富有的游客：不同的市场策略可以带来更有购

伟的生态修复项目。专栏 3.5 描述了在澳洲旅游业如何帮助社区

买力的消费者。

经济发展，以及通过经济上的利益更加促进保护区的发展。像这

增加每位游客的购买力：提供更多的有地方特色的商

样的证明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环境和地区旅游业之间的积极关

品。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这将增加游客的消费，促

系的例子还有很多。

进地方收入。






提供住宿：晚间的住宿费用相对较高，并且完全是本地

专栏 3.4 南非 Madikwe Game 保护区：一个由旅游业支持生态恢复的实例

的收入。住宿的提供也促进了饮食和服务等其它商品的

Madikwe 保护区建于 1991 年，起初是个农场，现在拥有着典型的

消费。

非洲草原生态系统。许多弃置的农场建筑被移走，包括数百公里的篱笆

提供导游和相关服务：由于游客在保护区的活动通常

和一些非本土的植被。一些保留下来的建筑被用于公园的管理官员使用

蕴含着密集的信息，所以应当充分利用提供导游服务

和作为工作室。而新的偏远的建筑则被用于居住一些巡逻和工作人员。

的机会。

任何有可能的地方，都由当地的劳动力和公司从事房屋拆除、清理、新

地方性活动：以本地文化为基础的工艺品、地方性节目

建篱笆和修建道路、水坝和居所。有许多住所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
将近 60 000 hm2 的保护区边界将会围上 150km 的篱笆，并通电以

可以增加经济收入。


提供本地产的食物和饮料：游客和保护区员工消费本地
生产的食物和饮料时，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一些对本地资源以外的消费所造成的经济收益外泄是不可避
免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食品供给和服务都是本地提供的。但
33

防止大象和大型食肉动物的逃跑。1991 年开始的凤凰计划成为迄今为
止最大的迁徙工程，28 个物种，超过 10 000 只动物被释放到该保护区，
包括大象、犀牛、野牛、狮子、猎豹、鬣狗、猎犬、长颈鹿、斑马、羚
羊和其它食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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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kwe 旨在施益于三个保护区的主要相关利益者。他们是，作为

良好的旅游管理还可以帮助保护和恢复一个地区的文化遗

管理人员的南非西北公园董事会；私人旅游业的相关部门；当地社区。

产。保护区对于保护建筑遗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保护区都

此三方在一种成熟有益的“保护与旅游合作”模式下共同工作。公园董

有着丰富的历史建筑和考古资源，特别是位于欧洲的类型 V 保

事会负责建立 Madikwe 作为一个主要保护区（IUCN 保护区类型 IV）

护区在保护性景观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人居建筑和传统特征，

所必要的框架及管理程序。同时董事会也负责在保护区内选择合适的地

像石城墙和谷仓。旅游业为这些重要建筑和景观特征提供维持

方租借给私人部门用于发展基于旅游业的活动。私人部门为建立娱乐住
所、市场管理住所和保护区旅游狩猎提供资金。经营者向公园董事会交
纳特许费来得到公园的经营权，这些费用用于：
 补偿保护区发展的成本；

和修复的资金，这些收入可以通过直接的门票费用或间接的地
方税收得到。
文化遗产在当地传统中也非常明显。游客经常希望有一些亲

 保持保护区基础设施；

身体验，所以应当鼓励当地社区保持或重建一些重要的节日、传

 向致力于地区发展的社区支付红利；

统聚会，甚至启用修复的古建筑。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它将丰富

 通过保护信托基金在西北省建立类似的保护区。

保护区或其附近地区的旅游业，因为游客的停留时间长了，消费

这样，私人基金而不是国家资助被用于发展旅游业，当然英国政府

也增加了。对游客进行文化上多样的宣传可以规范他们的行为方

的国际资助也被用于帮助当地居民掌握如何发掘旅游业资源。截至 1999

式，并在游客中制造出宣传保护的氛围。此外，当地社区也将从

年，在仅建成了计划 3/10 住所的情况下，该地区经济收益已经远远超

对传统价值的维护和作为保护区成员所拥有的自豪感中受益。

过了之前被迁移走的农场。
来源：西北公园和旅游董事会，2000
网址：http://www.parks-n.co.za/madikwe/index.html

专栏 3.5

Belize 的 Chaa Creek 村庄

澳大利亚 Montague 岛保护区：理解经济利益

Montague 岛保护区位于澳大利亚东南，包括了自然生态系统（企
鹅、海豹、海鸟）和文化特征（欧洲和土著历史）。
从 1990 年至今，作为管理机构，新南威尔士国家公园与野生物种
服务处，发展了一套关于确认资源使用容量、社区咨询和对环境影响的
监控系统，对经济冲击的计算显示了监控的价值所在。
1998 年，随着 4 300 名游客的到来，该岛旅游收入达到了 20 万澳
元。1999 年，一项关于经济收益的地区性详细调查显示，来该岛旅游
的客人每年给该地区经济带来 140 万澳元的总收入。这与当地 965 000
澳元的产出联系起来，包括相当于支付 19 个人的 468 000 澳元的家庭

大量增长的，为满足生态旅游业发展而产生的私人保护区

收入。了解到保护区旅游业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使得当地居民更加拥护

© Paul F. J. Eagles

该地区的保护与旅游业。
网址：http://www.npws.nsw.gov.au/parks/south/sou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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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6

哥斯达黎加：通过环境教育形成全国性的价值观

环境教育有助于一个国家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上形成统一的价值观。

旅游业的发展应当以保护对当地有益的方面和改进需要提高

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公园和野生物种保护系统

的方面为目标。方法之一就是兴建和提供那些既便利了旅游业发

实施之初，公众对于自然遗产的保护认同率很低，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对

展又对当地居民有益的设施和服务。保护区可以成为乡村持续发

公众教育的需要，以使人们了解到本国生物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的稀有

展的动力。IUCN 建议非洲的保护区应当重新定位为“地区经济

程度并激起人们的自豪感。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发展的内容之一”（IUCN，1995，P51）。文章指出，保护区在旅

 鼓励当地居民进行公园旅游（通过亲身经历树立价值观）；

游收入的维持下，不仅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就业，而且也满足了

一流的国家公园引入教育设施（在 Volcan Poas 国家公园建立游
客翻译中心）；

社区的以下需求：


增进了解：为旅游业所修建的公路加强了邻近乡村与外
部世界的交流。保护区办公配备的电子通讯设施在紧急
情况出现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教育：一些保护区对其员工进行语言、文化修养和一系

 现场翻译（通过展示、翻译人员讲解获得了解）；
 全国性的环境教育（确保后代理解该国的自然遗产）
；
 鼓励学校游览（私人公园与学校游览结合）。
在私人领域同时出现了生物研究行业和生态旅游行业，两者都增进
了受教育人群的就业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不但促

列的课程教育，这些也将被运用到当地社区；

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在全国形成了重视自然资源的价值观。通过公园

培训：公园员工所接受的诸如交通工具的使用和食品卫

游览、环境教育和私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哥斯达黎加的公众已经把国

生学的培训将在社区实践中发挥作用；

家公园和野生物种保护视作国家的基本特征。

健康：针对公园员工和游客的医疗服务也将使社区受益

来源：Eagles and Higgins，1998.

（IUCN，1999）
。
如上所述，陆地和海洋保护区旅游业可以被视作维持或提高

3.4 保护区旅游业的潜在风险

当地生活水平的一项工具。关于这一点，可由以下方法衡量：


学校毕业率的上升；



婴儿死亡率下降；

轻。保护区相关利益者必须判断旅游业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



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消除；

响，判定其对负面影响的接受底限，提出管理的建议。旅游业的



更方便的到达保护区、娱乐地点或是资源所在地；

成本反映在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环境的。



更方便的享受服务，如，同样有益于当地公园活动的翻

旅游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不过许多可以通过有效管理来减

译和环境教育。

专栏 3.7

保护区同样可以通过国家政策的制定确立基础地位，提高公
众对环境的认识，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专栏 3.6
说明了哥斯达黎加的做法。

尼泊尔 Royal Chitwan 国家公园：一个旅游业兴旺但却对当

地贡献有限的例子
1994 年，尼泊尔 Royal Chitwan 国家公园的游客超过了 60 000，但
它对当地居民收入的影响却非常小，而且仅限于在公园主要入口处附近
的村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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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查表明：在公园周围 87 000 处于就业年龄的人口中，只有

和服务上的资源竞争。缺乏良好规划的旅游业会增加交通堵塞、

不到 1 100 人直接受雇于与生态旅游相关的产业。调查还指出：只有 6%

乱扔垃圾、破坏公物和犯罪等行为。如果政府只注重于短期的经

的被调查家庭从生态旅游中直接或间接的取得了收入。实际上，这些家

济利益，那么将加剧以上问题。例如修建多余的设施或者不能满

庭从生态旅游中得到的年收入只有 600 美元。让人们了解到生态旅游应

足当地对设施的需求，这些情况的发生将危及到当地对保护区的

当也能够带来相当的收益是十分重要的，旅游业规划者不应当进行不切
实际的预算。
来源：Bosselman et al.，1999，引自 WWF.

支持。
有时，保护区旅游业只提供暂时的就业，而在淡季当地居民
则处于失业状态，
这些并非是当地社区所期望的。
在 Klondike Gold
Rush 国家历史公园（美国阿拉斯加）
，在夏天 Skagway 整个城市

3.4.1 经济成本

都参与到旅游业中。而在冬季，许多人离开，整个社区好像一个

旅游业增加了诸如住宿、饮食、度假设施等的商品、服务和设
施需求。当游客人数增长时，同样的，一些对基础性服务的需求，

夏天挣够了一年的花销在此刻享受“宁静”
。
当保护区管理机构制定那些同样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游客管理

如警察、消防、保安、医疗也随之上升。这些增长将增加成本，并

条例时，将会带来对社会文化的冲击（即对传统使用方法的禁止，

有可能抬高当地的税收。在一些案例中，成本的增加甚至达到了当

例如进入保护区收集柴禾）。当地传统的商业化也会带来一些负

地居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程度，尤其是当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低

面影响，造成文化整体性或真实性的缺失。舞蹈是一个很好的例

于游客的收入水平时。例如，发达国家游客在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的

子，以前舞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舞蹈

旅游过程中往往有大量的经济上的机会，他们控制或是大量吞并当

只是用来娱乐游客。

地产业，这种旅游将导致外国经济的垄断和一些主权问题。

当社区在缺乏选择或因为无力控制而被卷入旅游业中时，负

旅游的增长也意味着保护区管理机构成本的增长，因为他们

面影响往往十分普遍。旁观者往往对文化上的改变心存不满，而

总是尽量满足游客提出的个人需求。这些成本极大的影响了收益

置身其中的人却会赞成采纳新的改变。所以让那些受到文化改变

水平，公园管理机构必须以收益来冲减成本。

影响的人来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合理的规划重

人们已经注意到，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和保护区过分依赖旅游
业时，他们就容易受到外界的、无法掌握的力量的干扰，比如自
然灾害、汇率波动、竞争市场的影响和政治的不稳定。

于发展，它可以避免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当然也可以用管理手
段来处理发现的问题。
如果游客十分富有，而当地居民非常贫困，那将是很有风险

一些游客的消费也会产生经济收益的泄漏。无论是泄漏到保

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当地社区对保护自身所进行的呼吁

护区之外、社区之外还是国家之外，如果当地居民得不到经济上

将是很无力的。保护区管理人员和旅游业经营者都有责任确保当

的利益，他们会追求其它的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活动和土地使用方

地社区的意见被了解到并且被考虑到今后的发展中。

法（专栏 3.7）
，来减少这种泄漏。

3.4.2 社会成本

3.4.3 环境成本
即使有着良好的保护区管理人员，旅游业也会像许多其它产

游客人数的增加会影响到社会活动，并与当地人员产生娱乐
39

业一样，造成对环境的影响，尽管发生的频率并不高。这些影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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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就是敏感问题，所以准确评估这些影响是否可
以被接受是很重要的。（尽管如此，在评估的过程中，考虑到如

水

果以其它产业，比如农业、林业、矿业或城市化来代替公园及其
旅游业将带来怎样的环境影响是很重要的）
。表 3.3 和 3.4 以两种

旅游业带来的危害
 对野外水资源的污染
 污水排放
 船只或小型运输工具的排放污染
 以螺旋桨推进的水上工具会影响到一些水生的动植物

空气

 交通工具的排放会带来污染（飞机、火车、轮船或汽车）
 狩猎和渔猎将改变人口动态

方式列举了一系列的环境危害。

 狩猎者和渔猎者会要求引进外来物种，增加目标物种的种群
 交通对昆虫、小型无脊椎动物以及外来物种的影响

表 3.3

人类对环境的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

 漫生植物的产生（及恶化）

 船只对堤岸的损害

 野营地（及恶化）

 栖息地的缺失

 乱扔垃圾

 光污染和空气污染

 拥挤

 柴禾收集

 线路和娱乐用交通工具

 视觉和噪音污染

 包装污染

 过渡的渔猎

 人体排泄污染

 对植被的影响

 对野生生物的骚扰，影响

 对沙丘、暗礁的损害

 使用者之间的冲突

 土壤流失

 水污染

 火灾风险上升

 过度发展

 对考古遗址的损坏

 草类、菌类和外来物种

 四处践踏（人、马）

 固体和人体污染

 水循环改变

 文化破坏

 纪念品（植物、动物等）

来源：Cole，Petersen and Lucas，1987；McNeely and Thorsell，1989；Buckley and Pannell，
1990；Dowling，1993；Wight，1996

表 3.4
内容
生态系统
土壤

旅游业带来的环境危害

野生物种

力的物种
 这类负面影响有以下几种：噪音、视觉或行为上的骚扰
 这种负面影响从接触之初就开始存在（即在鸟类离开之前，或哺乳
动物找寻食物或养育幼崽之前）
 海洋哺乳动物会被船只或螺旋桨伤害或杀死
 人类居住将改变野生物种的日常行为，比如人类寻找食物

表 3.5

保护区发生成本总结

成本
直接成本
环境恶化
阻塞
资源成本
当地福利减少

描述
包括设施的建设，维持以及行政机构的设置。
保护区所在地的环境恶化，即水土流失、水污染以及对野生物种
的打扰。
任何新的使用者都将减少其它使用者独享资源的机会。
土地和相关资源。
严格的保护区资源使用制度给当地造成了消极影响。

资源的机会成本 资源被用于保护或娱乐目的，失去了其对社会的商业价值。
来源：Brown 2001，引自 Binkley and Mendelsohn 1987；Ceballos-Lascurain，1996；
Walsh，1966.

旅游业带来的危害
 住宿、旅客中心、设施和其它服务的结构对环境有直接的影响。如
植被的破坏，动物栖息地被干扰，排水系统的受阻等
 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受到各种各样旅游业的发展和使用，将发生巨大
的变化（旅游路线、狩猎区、牧养区等）
 设备的集中使用对植被构成了消极影响。交通将直接影响环境（如

植被

 游客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波及到所有物种，包括那些对游客缺乏吸引

植被的移植，草类消失，动物的干扰）
 游客和公园旅游业管理使得火灾频率发生了改变

41

表 3.5 总结了与保护区相关的成本类型，其危害不仅仅是政
府和管理人员将否定这些保护区的保护价值，而且将限制游客的
呼吁和请求。
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在诞生之初就被定位为通过对公园的
管理实行利益最大化和环境危害最小化。实现以上目标的最好方
法是有一套良好的规划策略。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在于对长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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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的敏感度，以及进行适应性管理（将管理看做试验）
，和在

府。因此，保护区旅游业也不仅仅是一项只影响公共拥有和公共

利益相关者当中，就何种程度、何种地方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接受

管理的土地的行为。

的达成一致。以下的章节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给出了一些方法。

3.5 保护区的非公共所有和管理的旅游业

3.5.2 私人所有、社区所有的保护区的旅游业
一个加拿大发生的例子说明了私人保护区潜在的经济利益
（专栏 3.8）
。

3.5.1 保护区的多样化趋势
专栏 3.8

加拿大安大略省 Haliburton 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 IUCN 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IUCN，1994）
，保护区可以

Haliburton 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森林保护

为国家所有、私人所有、社区所有或几方联合所有，其管理也呈

区，占地 20 000 hm2。该保护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收益颇丰的活动，包括

现多样化。在全球的某些地方，私人所有的保护区拥有着出色的

渔猎、野营、狩猎、伐木、山地自行车、雪上汽车、生态旅游、探险旅

保护和旅游业，发展迅速，包括私人公园、非政府保留地、私人

游、住宿（木制营地）和其它的游客设施。在教育中心旁边有一个大型

狩猎区以及大学经营的生物研究站。私人保护区旅游包括从在大

的用围栏保护的天然地区，其中有野生的狼群。这里有“走入云中”这

范围的保护区中进行小范围的保护吸引游客，到在小范围的生态

样一个项目，在森林的树顶提供散步的通道，每位游客收取的费用是 700

区域中进行大量的保护。私人保护区通常位于主要的国家公园旁

加元，广受欢迎。该森林成为旅游业的一项主要卖点，尽管地处偏远，

边，特别是在第 V 类和第 VI 类保护区中，存在大量私人拥有的
保护区。它们对整个保护区的风景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起到
了积极作用。此外，还有一类增长迅速的保护区，即当地原住居
民或社区所拥有的保护区（Beltran，2000）
。
多种影响力都在发生作用，包括：政治上得到授权的弱势群

人们还是赶来体验这种丰富的户外经历。该保护区就位于同样也很受欢
迎的 Algonquin 省公园旁边。
Haliburto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购买之初就向私人开放，因为当时它
刚被采伐光，所以它潜在的木材收入十分遥远，现在它已经自主经营，
大约 70%的收入来自于生态旅游和探险旅游活动，剩下的来自于与林
业相关的产品。它的所有者是当地一所大学的一位生态旅游委员会委

体（如当地原住居民）；中央政府权利下放的机构；更多的私人

员。作为一名生态旅游的拥护者，他领导了该保护区的发展，并每年推

机构从事公共服务；从旅游业中获益的个人；商业组织和社区。

出新的旅游项目，如 2001 年开展的“观星台”。独立的经济支持意味着

Langholz（1999 年）指出私人对取得保护区所有权兴趣的上升是

他可以不需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而可以迅速的做出决策。

因为整个社会对物种多样性保护兴趣的上升，政府对生物多样性

网址：http://www.haliburtonforest.com/

保护的不力和生态旅游的扩张。同时，也有一些社区发展了共同
管理的保护区，以寻找出与当地生活方式和谐相容的收入增长方

私人保护区在哥斯达黎加这个政治稳定和土地私有权立法的

式。旅游业可以视为一种使保护得以维持的活动，一种挣钱的方

国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广泛的国有和私有保护区支持了生

法，或是一种土地不同用途的更好选择。

态旅游业，科研与生态旅游的相互联系也由来已久。生态研究凸

无论原因如何，实际情况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

显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生态系统，增加了保护区和生态旅游两方

多地方，主动建立保护区已不再仅仅来自于或主要来自于中央政

面的需求（Eagles and Higgins，1998）。研究人员建立了许多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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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护区，这些私人保护区通常比政府管理的地区更高效，对市

社区的旅游业在纳米比亚也十分受欢迎（IUCN，1999）
。1989 年，

场反应更快，同时能够产生出可以支持其它形式的保护和发展行

旅游业在 63 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保护区占到了收入的 40%，到

为的资源（Honey，1999）
。

1993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67%。大约有一半的保护区依赖于占

哥斯达黎加私人保护区的平均占地很小（101 hm ），大多数
2

所有者更加关心管理的质量而不是保护区的大小，利润也是经常
摆在次要的位置去考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保护和管理责任看

收入 90%的旅游业，超过 1/3 的保护区则完全依赖于旅游业
（Langholtz and Brandon，2001）
。
南非有数以千计的私人娱乐保护区，每一个都包含了保护和

得更加重要，超过 75%的所有者很重视这份遗产（Brown，2001）
。

旅游。许多这类保护区都进行有奖狩猎，出售野生动物的肉。这些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私人保护区面积辽阔，比如 Monteverde 雾

保护区倾向于提供高成本的游客服务，而将成本较低的服务留给国

林保护区（专栏 3.9）
。

家和省公园。在南非，像其它地方一样，许多私人保护区都位于国
家公园附近。例如，Kruger 国家公园的西面就有许多私人娱乐保

专栏 3.9

哥斯达黎加 Monteverde 雾林保护区：一个自给自足的私人

护区，这些保护区对该地区的保护和整个生态系统都有贡献。

保护区实例
Monteverde 是哥斯达黎加山脉中心的一个雾林保护区，它拥有着
包含 100 种哺乳动物，400 种鸟类，120 种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和 2 500

专栏 3.10

英国皇家社会鸟类保护区（RSPB）
：一个对保护区有着突出

贡献的非政府组织

种植物（其中有 420 种不同的兰科植物）的生物多样性非常发达的保护

RSPB 在英国拥有和管理着大约 110 000 hm2 的保护区。RSPB 的保

区。它每年吸引着 50 000 游客。它的 50 180 hm2 的土地是由一个非盈

护区遍布整个国家，是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机构之一。许多英国的珍稀

利组织热带科学中心管理的，其门票收费如下：

鸟类现在只在保护区繁殖。对其它鸟类而言，保护区也是至关重要的越

—外国游客每人 23 美元（20 世纪 80 年代为 2.75 美元）
—当地居民每人 2 美元

冬基地，或迁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同时，保护区也是重要的鸟
类观测点和旅游点。

—学生每人 1 美元
Monteverde 旅游业收入不断上升，到 1994 年已经超过了运营所需
的成本。在 850 000 美元的税收中，90%用于支付运营成本，10%用于
热带科学中心。该保护区 1994 年由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哥斯达黎
加全国公园的总和。
来源：Church and Brandon，1995

大多数 RSPB 的保护区都向公众开放并拥有满足游客特殊需要的设
备。有些还专门准备了轮椅通道和其它的专用的木板路等。
RSPB 有超过 1 百万会员。这些会员的资助使得每年至少新增一个
保护区。
网址：http://www.rspb.org.uk

网址：http://www.cct.or.cr/monte_in.htm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许多保护区属于非政府组织，并
非洲向来有着将私人和社区土地用于旅游以支持其它产业的

由其进行管理，主要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Belize 组织拥

古老传统。例如，最近在津巴布韦 CAMPFIRE 实施的对当地资

有和管理着 Rio Bravo 面积达 92 614 hm2 的保护和管理区，约占

源的共同管理中，90%的收入来自有奖狩猎，其余的来自于游猎

Belize 土地面积的 4%。生态旅游是抵消进行保护所花成本的最

摄影、兽皮和象牙交易以及其它与游客有关的活动。类似的基于

主要的资金来源（1995 年占到了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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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然保护组织拥有 1 300 多个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

遵守一项自愿的土地使用计划，该计划可以保持最基本数量的森林，使

私人禁猎区组织之一。这个私人组织认识到了生态旅游对于保持

得黑色吼猴和其它野生物种能够使用被砍伐后再生的森林，土地所有者

保护区经济的长期稳定性，在发展国际间规划、导游培训、金融

被要求保留可以用作食物的树木，不得砍伐河床附近和一些重要地区的

研究，以及用于支持私人和公共保护区管理的商品计划和生态发

树木，保持空中的通道，使黑色吼猴能够在树木被砍伐后有撤退的路线。

展计划上都已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皇家社会鸟类保护组织

这些措施还包括减少水土流失，缩短耕种时间。

（RSPB）是另一个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它所取得的保护成绩归
功于大量来其保护区旅游的公众（专栏 3.10）
。
像所有保护区一样，私人保护区极易受到像政治不稳定、偷
猎、社区对失去资源的抗议、擅自占用土地以及部分人反对旅游
业等问题的影响。同时，私人保护区也易受到生态旅游市场波动

完成以上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号召居民就是否能在该地区建立保护区
上请愿书。在 WWF 的帮助下，保护区扩大到 47 km2，有 120 名土地所
有者，覆盖 8 个村庄。这其中 Belize Audubon Society 也提供了帮助。
来源：Horwich et al.，1992
网址：http://www.ecocomm.org/cbs.htm

的影响（Langholtz and Brandon，2001）
。
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


贯穿始终的广泛的社区参与；



各方之间以平等的姿态协商解决问题；



保证私人管理人员从事旅游业收入上的法律支持；



能够满足管理、保护并支持企业捐助于保护区的充足收益；



利益相关者对各自不同目标的相互了解；



管理人员对约束条件的理解；



游客和居民受到伤害的理赔机制；



将公众与商业旅游业联系起来的机制；



针对高频旅游区的商业旅游（Buckley and Sommer，2001）
。

即使存在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的支持，通常保护区的建立和旅

3.6 小结与指南
以上文为基础，以下的指南旨在增加各类保护区的旅游业收
入，不论该保护区的所有者是国家、私人、社区或其它任何组织：


据的完备和沟通的有效；


尽量将公园和当地的服务、产品与游客的需求匹配起来；



提供满足游客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即娱乐服务、住宿、
手工艺品、食物）
；



在所有旅游服务中以提高服务质量为目标；



在对公园旅游感到满意的支持者中实行投票制度，选举

游业的开展都处于社区之内时效果最好。专栏 3.11 描述了以社区
为基础的 Belize 的项目。

确保对公园旅游活动、规模和影响的准确测算，力求数

出在社会政治辩论中维护公园目标的人；


为公园游客提供在公园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角色（通
过“朋友圈”的加盟，对特定项目的捐赠，或者对员工

表 3.11

Belize 狒狒保护区（CBS）
：社区拥有和管理的保护区和生态

旅游
CBS 位于伯里兹城外 53 km 处。1985 年，12 个土地所有者为了保
护黑色吼猴开始合作管理。尽管如此，由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非常关键，
所以保护区必须同时满足所有者和野生物种的需求。土地所有者被要求

47

提供私人帮助）
；


确保所有的信息和项目规划产生恰当的期望；



通过发展相关的当地产业减少当地的经济泄漏（通过本
地自给自足的最大化维持当地的开销）
；

48

3 保护区旅游



提供有选择的当地的住宿；



提供有选择的当地的娱乐项目；



鼓励消费当地产的食品；



确保本地的参与和控制（即当地导游服务）
；



确保合理的收益分配或者直接支付；



理解保护区在地区和国家旅游活动中的角色；



理解公园旅游业在经济和金融上的角色；



主持特别节目；



为当地居民提供庆祝他们文化传统的机会；



在需要时帮助辅导当地居民掌握旅游业中所需要的技巧；



评估私人提供的旅游业服务，确保服务质量和对公园政
策的坚持；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4 保护区旅游规划

4.1 保护区计划、政策和总体规划
下面就指南中的规划关键术语做简单解释：



确保公园员工在旅游业规划和管理中接受训练；



保持对所有旅游业项目的评估，保证目标的达成；



确保旅游业项目建立在有竞争性并考虑经济利益的管理



规划是一个将政策结构化并推动执行的过程；

之上；



计划书是一个综合公园政策、建立的目的、决策的过程



合理的价格；



从收费中获取合理的收入；



对于减少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和负作用的指南见



政策是一个为利益相关者，例如公园管理机构，所寻求
并采用的书面行为规定条款；

和实现政策的必要行为的文件；

4－7 章。



管理计划书是体现如何保护、使用、开发和管理公园的
工具；



规划进程由准备一个计划所通过的各个步骤组成，通常
包括所有阶段的大量公众参与和辩论等。

每一个公园和保护区都需要有一个管理旅游和开发的计划。
计划书描述了保护区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或者理想环境，同时也说
明了要达到理想目标最有效合理的途径。计划书不仅详述了一个
区域建设的立法、颁布法令或政府政策的细节和目标，还描述了
发展旅游的目的，另外还详细指出为达到各种目标所需的管理行
为、财政预算和公园地域。从某种程度上说，管理旅游的公园计
划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旅游效益同时将成本降到最小限度。旅游
政策是所有文件中重要的一个，有时也被称为“管理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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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保护区规划管理只是一种临时法规，在没有总体规划
情况下，个体发展时有发生。临时法规的局限日益明显，一个基
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大型保护区计划产生了，这就是典型的保护区
总体规划。20 世纪 80 年代，空想的保护区目标的战略声明、政
策和管理行为的发展，一度对流线型方法产生了反作用。很多地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拟于 2003 年发布该丛书中管理规划的形
式和内容的总体指南。
在比保护区规划更高层次的相关政府规划和政策声明中应当
考虑到旅游和保护区。例如：


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部门规划，规划中明确了广泛的主题

区，总体规划已经渐渐被公众接纳。20 世纪末期，在寻求进一

和其中能影响保护区的方面。例如一个区域的发展规

步简化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计划的概念在某些方面变成纯粹的政

划，一个自然资源管理规划，一个全国旅游发展规划或

策声明。除了在实践中得到发展，管理规划的重要性也已经得到

者一个交通规划；

了良好的认识，所以许多保护区机构管理被纳入法律政策范围，



并引导其产生管理和顺应管理计划的要求。

经过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国家层次的保护区旅游政策。
附录 C 包含了 USNPS 的政策。

采用一个可理解的、正当的程序来制定规划步骤是很重要
的，这样可以使决议有据可循，也可以使得保护区的内在价值
管理目标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从哪里开始）

评定更加详尽。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了整个
规划过程。在保护区作出开展旅游的管理决策并不容易，决策
不但涉及保护区的管理人员，还涉及当地民众、参观者、私有
业者、科学家等。建立一个“公众参与程序”可以保证每个人
群都能贡献自身特有的知识来参与决策，这个程序应该根据需

提高
总体
管理

调整行为？

要尽量简单易懂。
许多公园机构已经在书面管理计划中建立了一系列的指南和
最佳管理实践。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境保护委员会

管理行为
（如何达到目标？）

回顾管理
（如何使成绩更佳）

（ANZECC）已发布了很多关于保护区最佳管理实践的报告，这
些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查到。图 4.1 中的模型明确了关键阶段
的目标、行动、评估和管理回顾（塔斯马尼亚州公园和野生动植

取得的显著成果

物服务，200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WCPA 保护区最佳管理实践
指南丛书的其它出版物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管理规划的文章，著名
出版物有：


海洋保护区（ Kelleher，1999）
，



保护区资金筹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0）
，



管理有效性（Hockings et al.，2000）
，



跨边界保护区（Sandwith et al.，2001）
51

评估
（目前的情况如何？是否接近目标？）
图 4.1

保护区规划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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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园管理计划中的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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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来引导地区的旅游和娱乐事业。例如游客使用手册、游客行为
管理步骤（VAMP）
、旅游最佳管理模型（TOMM）
、可接受改革极

公园管理计划是决定和明细所有公园政策的工具，它的特点

限（LAC）或游客冲突管理计划（VIM）——参见下面 6.3.1 节。

是简单易懂。公园计划包括多种主题，其中一个就是如何管理旅

弄清楚了制定计划的潜在复杂性后，从不同程度上明确政策

游，降低旅游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提高旅游机遇。制定公园旅

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一致化不同计划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就显得很

游计划需要和其它计划相结合，如野生动植物管理计划、防火管

重要了。

理计划和植被管理计划等。这种计划通常强调如何管理公园中的
自然资源，在描述管理目标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常显不足。

下面列举一些可用于指导公园旅游政策和计划发展的指南：


保护区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影响公园及其管理的

因此，管理计划关于“旅游与娱乐”的政策说明中重点解说了保

所有使用价值和评估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资产不能含

护区旅游问题。根据“旅游与娱乐”政策指导发展而来的“保护

有任何风险；

区旅游计划”
，更加明确的介绍了这个问题。



保护区旅游计划的独立性、计划广度、计划细致程度，都取
决于所考虑到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管理计划将详叙旅游管理的展

保护区旅游依赖于本地区自然环境和文化状况，这对于确
保旅游带来经济效益和维持保护区生命力是极其关键的；



开、设施的定位、引导旅游业的政策、旅游运作的收费水平等等。

保护区管理组织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该区域最初建立的价
值，还通过以下方面表现出来：旅游和旅行者的动态管
理；旅游实施管理责任的分担，当地社区和旅行者；并
且能够为旅游业提供潜在经济机遇；

加拿大安大略湖基拉尼省公园露营地的黑熊


保护区里的游客期望在公园内找到旅游设施、节目、娱
乐性的和学识性的旅游机会，但由于游客的期望可能跟
公园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不一致，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需求都能实现；



游客根据他们能接受的消费寻找最好质量的服务。他们
没有找最便宜服务的必要；



游客要求提供多样的娱乐节目，然后，并不是说所有的
公园都能或者都要着手满足游客的每一个要求；



规划必须在承认和考虑到保护区周边区域的情况。也就
是说，其它保护区提供的各种旅游机会应该作为规划步
骤的一部分详细列入；而且一个保护区的旅游规划必须

危险的野生动物和公园游客之间的接触是管理中的独特挑战

考虑到附近区域的旅游需求和供应；

© Paul F.J.Eagles


管理计划需要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多的专门研究计划和
53

管理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把公园管理人员和其它旅游业者
之间的责任连接起来。
54

4 保护区旅游规划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表 4.1

4.3 制定目的和目标

成功的保护区规划目标指南

特征

这里目的是指建立保护区所体现的广泛的社会意义。目标是
指为实现目的的一个更为清楚的表述。
确定建立保护区的目的为管理此地区旅游提供总体政策框
架。基本目的常常在立法、政府政令，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签定的
法律协议或其它命令中明文指出。有时这些目的是含糊的（比如
说“保护资源”）或者自相矛盾（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系统是在
保证为后代留下完好的公园资源的同时，为人们提供公园资源的
娱乐）
。
尽管这种广泛的书面目的说明含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义，但
并没有细致到足以引导旅游管理的程度。因为保护区旅游的发展
还有其它重要的社会意义（例如发展当地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
因此需要对所有的目的进行详细的阐述。我们还必须建立监控指
标来衡量发展的进度（又见 11.1.1 节）
。
确定目标和目的是制定公园旅游规划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最
难的一个步骤。规划必须反映保护区的基本目的。管理计划里提
出的目标必须反映出与保护区相关的多方面利益群体的重要性，
同时能够解释建立公园的法律或法令。参与拟定目标的人群和利
益相关的群体越多，就越难在他们之间达成共识。然而，克服这
些困难还是值得的，剩下的规划进程就会因这些困难的克服而变
得简单和轻松。
描述目标的措词相当重要，它必须是具体而可衡量的，才能
为决策提供指导。这些决策包括确定适当的旅游等级、类型和数
量以及旅游的发展方向。更明确的说，目标必须具备五个特点：
（1）输出导向；（2）时间界限；（3）特定说明；（4）可衡量性；
（5）可行性（Schoemaker，1984）。表 4.1 陈述了制定保护区合
理目标的指南。

指南
 目标涉及行动的结果或成就，
里面阐述了要达到何种成就，但并
未说明如何达到
输出导向
 如何达到是当地保护区管理人
员的工作

例子
 “每年为 3 000 名游客提供游览
世界级野生动植物的机会”
 “平均每年保持有 500 头狮子的
记录”
 “5 年内使游客的生态知识平均
提高 50%”
 目标和目的必须保持或继续向  “5 年内，每年为 3 000 名游客提
期望的情况发展
供世界级野生动植物参观机会”
 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明确的时  “在接下来的 3 年，从公园旅游
时间界限
间表
中得到的劳动收入每年上升 4 个百分
 限时目标为制定适当的管理措 点”
施和明确责任规定了方向
 目标必须向所有参加的人清楚  “在接下来的 3 年中，从公园旅
说明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游中得到的劳动收入每年上升 4 个百
 一旦利益相关者同意了目标， 分点”（时间表是固定的，增长率是
特定说明
就说明每一个人都明白目标的含义 明确的，“劳动收入”是公认的定义）
并明确其在实现目标中所扮演角色
的义务
 目的的可衡量性是发展评估的  “在接下来的 3 年，从公园旅游
中得到的劳动收入每年上升 4 个百分
基础
 可衡量目标允许管理人员决定 点”（说明保护区计划的开始的头 3
可衡量性
年里，劳动收入至少每年评估一次）
今后努力的方向
 同时也说明了保护区内何种要
素需要监控、其地点和监控频率
 目标必须是在公园计划的时间  “5 年内使游客的生态知识平均
提高 50%”
表内可以实现的
 在拥有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情况
下，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代表了理想情况（例如不
损害公园资源）与旅游影响这一事
实之间的妥协
可行性
 可行的目标对于行动是一种激励
 理想的目标为管理人员、游客
和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可预见的成就
 通过关注期望的条件而不是现成
的条件，目标直接指向条件的发展
 可行的目标需要在完美世界与
现实世界中找到平衡
来源：部分来自 Schoemak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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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一个成功的保护区规划过程的特征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标准

规划指南

说明

 在规划的各个阶段使用多种参与式技巧  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例如工作组、野外旅行、开放式讨论、利 接受了计划的义务和所有

一个成功的保护区规划过程有很多特征。当管理人员准备拟
定一个新的或是要更新一个保护区管理方案的时候，他必须谨慎
考虑如何明确这些特征的需求。表 4.2 就强调了最重要的特征以

责任和
分享所有权

及实现他们的指南和解释说明。

益群体、咨询委员会等等）

权后，计划的执行能力显

 为利益相关者明确责任

著提高

 鼓励利益相关者参加问题的鉴别，替代性  公众而不是管理机构
“拥有”规划

方法的评估和实施

 共享资讯（例如简报和会议）而不是提供  通过召开若干天的专
资讯（例如展示、草拟计划） — —这样能使 题 研 究 组 来 建 立 强 烈 的

表 4.2
标准

成功规划指导指南

规划指南

说明
 保护区人事可能变

代表广泛

 规定如何处理意外事故

动，因此这个文件应当比

利益

任何一个人都“长寿”

 规定如何进行监控

 保证管理变动期间保

 规定明确的时间表

护区人员的连续性

 提供周期性回顾

实施指导

 规划期间为实施做好准备

 规划的改变或编制是

 指出任务和义务

为了未来更好的条件。只
没有实施的规划是毫无意

 广泛吸收利益相关者

 和那些具有“表决权”

 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

的人一样，规划应该为那

 采用技术性的规划援助

些受影响的人所接受

响政治和社会利益，同时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与是对规划的有力支持

 从公众参与中容纳广泛的价值和兴趣

 甚至那些坚决反对公园

 开展利益相关者分析，辨别受计划影响的 目标的人都明白他们的利益
价值

被公正地对待并从中获益

 通过规划过程增强关系，牢固社区人群承  管理机构需要通过公
担义务的意识和建立资金人力支持
管理建立
导向

开透明以克服不信任或其

 向当地社区说明他们如何从保护区旅游中 它问题
 在管理机构内部和与

获益

 寻求资讯而不仅是提供资讯，这将建立更 社区公开交流是必要的

 与政治家，利益人群和当地社区一起工 有规划被实施才能生效，
作，确保规划的实施

“主人翁”意识

 认识到保护区旅游在国家和社区层次上影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

 规定如何管理一个保护区
规划产出的  规定如何分配人力和资金
透明性

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

高程度的信任

义的

社会可
接受性

 社会可接受性提高了实施的潜力

4.5 利益相关者概念

 多数人同意，不要求
所有人同意

4.5.1 谁是利益相关者

 从游客中得知他们所期望的体验/项目/设施  不同公众和管理人员
 确定公园计划和商业计划之间的相互影 的接触提供了互动学习和
响，综合起来确定旅游产品，同时合作制定 欣赏的机会
 多方对话有助于使互

营销计划
互动学习
导向

 管理人员必须列出公园法定职责，不同管 动更加活跃
 避免低估公众的能力

理策略间的联系和解决方式

 科学家应该确定行动的因果关系和社会环  不仅是正式集会，应

以保护区为基础的旅游存在很多利益相关者。每个人群都有
其特定的意义和目的——事实上是其本身的“文化”。利益相关
者影响的嵌入是方便公园管理需要。对保护区直接有影响，又在
各个不同方面被公园和旅游管理政策影响的人群包括：


公园规划者和管理人员



公园志愿者

 掌握技巧，使利益相关者更了解保护区事  不要忽视相关的机构



公园游客

务，能提高他们改革创新的能力



公园员工

境影响

该组织多次集会，对这种

 从公众中得知利益和价值的重要性

学习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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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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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区

所有因素当中，有四种对保护区旅游管理尤为重要：（1）全



原住民或土著社区

体社会成员，包括当地社区；（2）公园管理人员；（3）旅游工作



土地所有者（保护区和周边地区）

者；（4）游客和使用者。每个人群对公园旅游都有各自特定的观



居民（保护区和周边地区）

点（见图 4.3）
。



对资源开发感兴趣的人



政府部门



同行和有时是有竞争的政府管理机构



私人盈利部门

分；（2）上一部分所描述的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的公众参与部分。



非政府组织

保护区规划成功的关键在于把两个不同的领域综合在一个一致的



环保团体

规划进程里面。图 4.2 说明了两个领域的关系并把公众参与和技



经济发展组织

术性规划进程放在同等的位置。



特许者、执照和许可证拥有者



服务行业

设性的贡献，因此参与者能体会到他们在规划中的重要性。整个



旅游业者

制定决策的过程必须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专门设计，不能把他



指定的营销组织

们安排在进程的某个环节或让他们在计划完成后再参加。



教育机构

规划的接受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样才能把公共资源分配



研究团体

去实施规划或采取措施去管理，有时还用于限制公众对保护区的使



媒体

用。因此，建立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序是规划成功的重要要素。

依据联邦与省签订的协议成立了加拿大安大略 Bruce 国家公园

4.5.2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范围
保护区规划包括了两个不同而又相关的领域：（1）技术部

成功的规划使每一个群体都能为规划进程的不同部分做出建

有效的保护区管理规划
（可操作）
依赖于

公众参与
 学习
 多数人的意见
1．游客
2．私有业者
3．更大的社会范围和当地社区
典型的公园规划涉及高层次的公众咨询和政治活动 © Palu F.J.Ea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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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规划技术进程
 规划进程，例如可接受
改变的限度
 公园管理人员
 科学家和其它专家

有效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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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参与程序都为满足特定的需要而制定，而不能将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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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

坦桑尼亚社区保护（CC）项目：一个超越社区的例子

方法强加上去，这些方法可能在其它情形下运作良好。避免形式

坦桑尼亚国家公园（TANAPA）发起了一个社区保护项目，使得当

主义是极其重要的，管理人员不应该告诉利益相关者他们期待着

地社区更好地参与了公园管理。社区会议是当地居民理解并表达自己需

他们的参与，并且只给他们两周的参与时间，这样就失去了整个

求的途径。每个公园都配备有一位社区联络员，其工作是增强社区的认

项目的可信性。管理人员还必须用易懂的语言向公众简单介绍决

知和信任，他/她也是管理规划中社区利益的代表。
由于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收入超过开支，因此公园有可用资金来启

策制定和规划进程。
图 4.3 陈述了规划进程的建议指南。

动社区发展项目。公园联络员与当地社区一起工作，了解社区需求，并
把资金引导到需要的地方。项目资金用途各不相同，实例里还包含了当
地教育工程和社区设施维修。举例来说，这些资金被用于修建 RUAHA

第一阶段
早期参与

 非正式的商议来决定主要问题
 估计公众关注程度和最可能的利
益相关者
 辨别关键个人

第二阶段
启动规划工作






绘制管理机构制定决策进程图
辨别利益相关者和普通大众
确定信息交流的需求
阐明公众参与的目标

第三阶段
公众参与计划的制定






选择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详细方法
建立管理机构内部交流的机制
可提供的资源
时间表和工作分配

国家公园附近的社区委员会建筑的屋顶。从此，每次乡镇委员会会议就
在这个由相邻国家公园旅游资金提供的屋顶下召开。

专栏 4.1 说明了利益相关者参与保护区规划的主要观点是如
何适应国家级保护区规划的需要。专栏 4.2、4.3 和 4.4 分别描述
了三个保护区内社区参加的案例研究。

4.5.2 利益相关者的动机
保护区以及管理机构的长期存在，依赖于政府和人民的支
持，而公园旅游就是支持发展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所有的规划
者和管理人员，不管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必须清楚了
解利益相关者对保护区的态度和看法。不论从生理上、心理上、
社会角度、经济角度还是环境角度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保护

第四阶段
实施计划

第五阶段
发布公众参与的决定

 执行计划
 监控公众参与计划
 评估参与结果
 制定发布公众参与决定的要求（至
少要向公众通报决定内容，并告知他
们的意见将如何被使用）
 按要求实施

区旅游的利益都有自己的动机和观点。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动机
被总结在表 4.3 的分类标题里。
专栏 4.2

印尼 Wakatobi 海洋国家公园：一个非政府组织参加国家海

洋公园建设的例子

1996 年成立的 Wakatobi 海洋国家公园（MNP）是印尼第二大海洋
国家公园。公园包括 139 万 hm2 的海洋、海岸线以及热带雨林环境。它

图 4.3

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序指导指南

位于婆罗州和新几内亚岛之间的 Wallacea 地区，包括 Sulawesi，是一个
有着极其重要生物多样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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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Wallacea”是来自英国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于 1995
年开始对 Wallacea 地区进行生物学调查，在认识到这个地区生态重要
性后，积极游说建立国家公园。通过与雅加达的一个组织—“Wallacea
发展协会”一道工作和游说下，印尼政府于 1996 年建立国家海洋公园。
“Operation Wallacea”在国家公园里设立了潜水研究中心和海洋研
究中心，每年派出一系列的探险队去调查和保护本地区的野生动植物。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专栏 4.3

加纳 Kakum 国家公园和保留地：一个成功的基于社区开展旅

游的保护区实例

Kakum 国家公园于 1991 年成立。这个地区是全球濒临灭绝的森林
大象、非洲大羚羊、黄背小羚羊、黛安娜猴，大约 550 种蝴蝶，250 种
鸟类和 100 种哺乳动物、爬虫动物、两栖动物的栖身之所。此地区属几
内亚森林领域的一部分，是全球重要的生物测量点。

探险队的成员是可靠的志愿科学工作者，每个队员都为自己的工作经历

为了更好的观察这个地区的野生动物，人们修建了一条高挂空中的

了艰险。2000 年 6 月份和 10 月份期间，300 名志愿工作者平均在海里

人行道，这是非洲观测点的特色。人行道长约 333 m，被 8 棵天然大树

要呆上 5 个星期。每一个志愿工作者都有自己的研究项目，涉及海洋生

高架在空中，离地面大概 27 m。这个有护顶的人行道是学生、游客和

物学、生态旅游研究、森林生态学、野生动植物管理或社区保护等多个

研究人员进入热带雨林的通道。

方面。1999 年，来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22 个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参加了

这里的经济支持和指导来自“保护国际”组织（CI）和美国国际发

研究计划。另外，志愿工作的自然科学家、潜水者和摄影家几乎覆盖了

展援助署（USAID）。Kakum 保留地项目是按照特有的信念来规划和执

研究和社区发展的每一个项目。公园里配置了 55 个巡护人员保护公园
的安全和确保管理计划的实施。公园巡护人员迅速减少了公园的人为破
坏行为和非法捕鱼行为。
项目的设计是为了使游客对当地社区产生正面经济影响。大约 60
个当地家庭的收入的全部或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公园的工作，合同工或提
供旅游供应品。总体来说，游客消费的钱中 50%流入了当地社区，更
确切地说，1 个游客就能养活 5 个当地居民。另外保护区还开设了环境
教育中心，每年给超过 1 000 名儿童开设礁石生物学课程。还有专门资
金提供给社区工作，这样才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持续的经济机遇。
“Operation Wallacea”的运作是世界上与社区协调发展、基于志愿

行公园的旅游，最后让旅游既可以是一个能够维护保护区的工具，也可
以是一个成功的社区发展模型。这个地区采用基于社区的方法开展旅
游，也是保护区策略成功的地方之一。当地居民明确的利益列举如下：

 为饭馆购买农业产品；
 从当地工匠购买陈列品、工艺品和其它服务；
 向当地老师提供导游培训；
 创造了全职、直接或者间接工作职位。
保护区人员帮助当地居民管理他们自己的旅游业，为此直接创下了多
个工作职位。这些都是依赖于健康的环境，同时也激励他们保护周围的环
境。保护区游客流量由 1990 年的 700 人次增加到 1999 年的 80 000 人次。

Kakum 项目的成功归功于这 4 个重要的方面：

者的公园研究项目中最大的案例之一。公园管理人员报道说，这个地区

1．这是一个当地政府深思熟虑又主动执行的工程；

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家们，给实现公园管理目标带来极大的帮助。

2．USAID 向保护区提供长期而重大的财政支持；

“Operation Wallacea”的成功管理将旅游的利益带给了当地的居民。这

3．“保护国际”组织提供一致的、高质量的技术指导；

使得当地居民拥有了新的、有利润的收入来源，让当地社区看到了保护

4．工程进展期间，加纳国内政治稳定，并大力发展经济。

像热带雨林和珊瑚礁等自然资源的价值，而不会私自滥用这些资源。

加纳 Kakum 国家公园是环境能够影响旅游的最后例证，这也是发

来源：Operation Wallacea，2000；Wakatobi 潜水胜地，2000。

展当地社区，谨慎构架和解决旅游经济与资源开发的优秀例子。

网站：http://www.opwall.com/ 和 http://www.wakatobi.com

网址：

http://www.conservation.org/xp/CIWEB/regions/africa/west_africa/west
africa.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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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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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Soufrière 海洋管理区 St.Lucia：敏感性海洋环境下旅游管

理的例子

保护区利益相关者对保护区旅游的看法

群体

政府、当地捕鱼群体、潜水工作者和其它沙滩爱好者之间在经过长

 重新分配收入和财产
 为当地商业提供受益于本地自然资源的机会

期商谈后，
终于于 1994 年在 St. Lucia 岛附近的加勒比海上建立了 Soufrière

 增加就业机会

海洋管理区。公园旅游收入取代了当地某些以捕鱼为生的渔民的收入，

 为提高生活水平做贡献

而捕鱼会破坏海里的珊瑚。渔民不再在近海岸捕鱼区捕鱼，作为回报，

 获得外汇

应向其提供其它就业机会、小型贷款和经济替代来源。现在这个海洋保
护区为更大的区域提供了优良的渔业资源、产卵繁殖和补充作用。

动机

 推进社区发展
社会和当地社区

 继承保护区自然和文化遗产
 维持和纪念文化特性

海洋管理区的资金来自不同的政府机构、水产品的销售、保护区使

 为社会成员提供教育机会

用者的交费和志愿者友好群体。管理区由索夫里尔基金会和水产部门共

 发扬环境健康的益处

同管理，同时受由管理中的主要权威人士和使用者全体组成的技术咨询

 增进了全球的相互理解、认识和欣赏

委员会的指导。管理区每年吸引近 3 600 艘游艇，5 000 艘小船只，另

 创造就业和收入

外加上 21 000 名游客和 12 000 潜水者前来参观。

 促进了对保护区和遗产地的正确欣赏
 确保有额外的收入

管理区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特点。某些可
能造成污染的活动可以在指定的区域里进行。保护区管理人员制定了游
客管理大纲，详细强调如何管理被海洋资源吸引来的潜水者的数量和活

 作为就业的来源
特别是对当地社区

动。游艇只能在指定的一些地方靠岸，在供游艇游玩的区域里，大概设

 提高居民自尊

立有 60 个停泊点。海洋生物学家确认以前被破坏的某些珊瑚已经恢复。

 向外推广保护区
 促进对遗产地的欣赏

管理区有活跃的教育活动以及解说项目。管理人员利用讲稿、小册

 为国家增加税收（通过盈利或者减少运作经费）

子、录像带和互联网向公园游客散布公园的使用信息。个人潜水爱好者

 创造就业和收入

必须经过特别的训练和指导才能成为管理区的潜水员。

Soufrière 海洋管理区还建立了监控程序来衡量人类活动和环境工程
的实施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长期对主要地点的例行观测可以追踪到这

保护区的管理
人员/专家

 开拓长期的可盈利的经济活动
 鼓励研究活动

夫里尔海岸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解，管理区设立了许多研

 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旅行经验

究项目，项目涉及广泛，从珊瑚礁鱼类的迁移到索夫里尔区域的地形。

 做到游客愿意再次光临保护区

Soufrière 海洋管理区是一个促进社区发展，敏感区域旅游发展，规

 运作要有利可图

划完善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的绝好例子。索夫里尔的管理框架允

 根据市场的需求作出响应
 确认目标市场

许游客使用公园，又不会对海洋资源产生负面影响。种种努力的结果使
资料来源：SMMA，2000

 增进与外界的相互学习
 与本地社区建立联盟
 管理本地资源的利用

个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了提高人们对索

得加勒比海的重要海洋资源被妥善保护和管理起来。

 提高对本地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地环境的尊重
 得到更好的服务

旅游业者

 发展目标市场
 开拓市场优势
 为目标市场生产对应产品

网站：http://www.smma.org.le/

 为市场提供服务
 支持游客并帮助他们理解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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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表 4.4

 增加个人经历，包括如下方面：
 明确观光目标（例如学习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
 情感观念（例如保持心理平和）

途径

 渴望运动（例如得到锻炼）

公共信息/

 感受个人成就感

教育

游客

信息反馈

 与同伴共同品味生活

“关于决策的知识”  报纸插版
“ 决 策 前 就 已 有  摘要
听说”

 中心人群

“早已听说并参加  会议

咨询

了讨论”

 促进家庭和睦
扩大参与

“受决策影响”

联合规划

“同意决策”

 肯定文化价值

 顾问小组
 任务组
 调解
 商谈

点。如果未能意识到也没有查明所有影响旅游的因素，就会制定
出只考虑一小部分游客的“短视”的管理计划。当这种情况发生
时，也就潜伏了某些相当麻烦的政治问题。公众参与是所有管理
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关键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
用于明确这些价值、在不同替代方案中选择、做出决策的程
序必须是公开的、参与式的、公平的和可见的。必须向那些利益
相关者保证：尽管其观点没有被给予优先对待，但是仍然会被充
分考虑的。

表 4.4 展示了已有的多种公众参与方法。在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期间，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供使用是非常理想的。

 你想了解公众，评估他们的

 你极为期待实施他们的建议
 你会完全使用这些结论，除
非出现极端异常的情况

按照常规，参与的程度越高，会出现下列情况：


职员得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需要更多的花费来维持整个进程；



参与者就需要更详细更复杂的资源信息；



利益相关者对其贡献的期待越大，他们的贡献就会越有
价值和用处；
应用这些结论需要落实更多可见的义务，更加需要保持
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并向其解释建议或决策中的任何
偏离。

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经常相互矛盾，因此关键的是，
利益相关者应该明白保护区管理目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何在，
这些将在下一部分再做深入探讨。

67

 你想让公众理解并支持你的
计划

注释：由上至下＝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逐渐递增
来源：Wight，2002b。



4.5.3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不同的参与步骤

 你想让公众知道和了解决策

 专 题 研 究 组 / 研 观点和投入

 咨询

 促进保护区的生存和维持

一个全面有效的公园管理计划必须理解和考虑各个群体的观

给公众的信息

讨会

 探究家族历史
 为求爱提供机会

可选方法
 广告

 社区会议或集会

 认识有共同兴趣的朋友
 培养团队精神

描述

 海报

 获得身心健康
 参加社会经历

利益相关者参加途径与可选方法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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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与非娱乐性活动之间的冲突：娱乐性与非娱乐性活动
间可能产生激烈的冲突（例如在本来用于耕作、树木采伐或采矿

4.6 管理冲突

的保护区里）。野生动物观测者和树林采伐者对保护区的使用看
法有天壤之别，他们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认真的划分区域，严

4.6.1 对保护区内冲突的理解

格管理游客和非娱乐性人员的活动，并向他们解释为何要限制某

当两个或者多个群体竞争相同的资源时，冲突就产生了。一

些活动，可以防止冲突的进一步扩大。保护区里传统的农业形式

个群体会发现其它群体的人因其特定目标的追求，例如娱乐、打

被认为是保护区风景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维持了这个地区的野

猎或聚集，而干扰了自己的计划。娱乐管理中，通常认为冲突是

生动植物（主要位于 IUCN 保护区第 V 类）
，这些都可以用来强

目标不一致的结果。保护区内的某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摆

调保护区资源利用带来的好处。许多公园禁止非娱乐性的活动，

在管理人员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冲突。

去掉矛盾的一面，而把其推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下面讨论一下 4 种可能发生的冲突：
表 4.5

管理人员和游客之间的冲突：管理人员对保护区内资源的保
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的看法导致了他们与娱乐为主

方法

目的
提供 接收 共享 决策

的影响，就必须对游客参观和拍摄动物的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

沟通

利益的

双向

解决

沟通的 冲突的

程度

能力

程度

能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游客则想尽可能的接近动物才能拍到好照片。这两个群体相互

信息简页和小册子

-

干预，于是产生了矛盾。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向公众解释缘由来解

陈列与计算机模拟

决矛盾（例如告诉游客为什么要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
。

媒体参加活动
起草文件（计划与政策）

生冲突。地方拥挤或者其它游客认为这群人的行为不恰当，不能

评估

信息 信息 信息 参与 与成员 处理特殊

的游客间的冲突。例如要尽量减少人类行为对野生动物习性产生

同一活动中不同娱乐者间的冲突：同一娱乐活动中也可能产

群体参加技术评估表

评论计划和出版物

-

√

√√

√

接受或令人讨厌的时候，冲突也就随着产生了。娱乐活动的内部

信息热线

-

-

√√

√√

√√

√

矛盾由娱乐者间技术和经验的不同层次而产生，例如业余摄影者

讨论文件

-

-

√

√

√

√√

的拍照方式会让经验老到的自然摄影师觉得不舒服。公园分区、

会见个别利益相关者

-

-

√

√√√

√√√

√√

√√

√√

√

√√

√√

√

教育和通告、分散使用或规章制度的实施可以减少冲突的出现。

政治环境评估

电话投票与调查

√

-

导向旅游

-

-

-

公众会议

-

-

-

冲突（例如，使用机动车的娱乐者与不使用机动车的娱乐者间；

利益相关者会议

-

-

-

-

参加主动娱乐的人，如比赛骑自选车或比赛汽车的人，与参加被

顾问委员会

-

-

-

关注团体

-

-

-

专题研究组

-

-

-

不同活动中娱乐者间的冲突：不同娱乐活动中的人也能发生

动娱乐的人，如野生动植物观测者、摄影师或自然研究学者之
间）
。不管是时间上或空间上的分区都能减少这种类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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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注释：- 最贴切目标√表示表现有限√√表示表现合理√√√表示表现很好
来源：Hall 和 MacArthur（1998）改编自不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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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利用公众参与的方法减少规划期间的冲突
由于冲突是因目的的相互干预才产生的，这里有两种解决冲
突的途径。一种是树立对目的的理解，然后建立一个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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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区，被禁止的活动包括：船只停靠（紧急情况除外）、在
珊瑚和沙滩里采矿、倾倒垃圾、移走这里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任何形
式的捕鱼。禁令的目的是保护这些重要的潜水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允许一个目的在没有其它目的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另一种途径是

潜水游客过去常常监督其它游客是否有意或无意违反规定，并把情

改变目的。要解决不同目的间的不同，双方必须在某些方面互相

况上报。这种做法让游客意识到保护区资源的重要价值。结果，这里再

肯定和综合多种观点。这里有很多参考方法，有自始至终强迫一

也没有非法采矿和倾倒垃圾现象。然而，这里仍需对某些游客的坏习惯

方让步或者至少妥协，以此来创立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合作途径。

进行限制，例如船只随便靠岸。

表 4.5 对许多团体参加的方法进行了评定。既然某些冲突是
不能避免的，那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集中精力在管理上而不是防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用规章制度来保护和维持保护区
的海洋生物，然而，提高公众意识却是整个策略的最重要部分。
来源：WTO，2001

止上面。另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能解决掉。要解决问题，
管理人员必须采用多种工具并把冲突造成的影响纳入管理规划的
进程里。通常，解决方案里包含更多更好的沟通。在某些情况下，
正式的冲突解决方案、解决过程如商谈和仲裁，对解决问题都很
有帮助。其它情况下采用非正式的通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了。
辩论的结果通常包括三种方式：
禁止某种活动：禁止某种活动常常引起争议，但有时确实很
必要。然而，一旦游客知道了保护区的规定，他可以选择不参观
这个保护区。

提供信息和教育机会：信息可以改变游客的目的及其活动。
然而，那些态度坚决的人并不常常能服从教育计划。
一旦决定如何解决冲突，就得马上采取行动。例如，决定划
分区域，禁止一项活动或许可一个系统的发展，公园管理人员就
必须确保计划的执行。如有人不接受决议，管理人员只有强制执
行决议。同时也很有必要利用合法的政策力量来强制实施相关措
施。专栏 4.5 描述了一个成功采用强制执行的例子。

从时间上或空间上分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分区是管
理规划的共同结论。空间上划分区域相对容易理解、传达和执行。

4.7

计划的发展和执行
一旦就某个计划或政策达成了一致协议，就必须坚决把它执

专栏 4.5

马尔代夫共和国海洋保护区：一个成功禁止各种活动达到保

护目的的例子

1992 年，马尔代夫共和国通过调查发现，每年来看鲨鱼的潜水者
的消费在 200 万美元以上。按照估计，若把这个区域作为潜水基地，可
为国家获得的创收比把这个地区作为鲨鱼渔场要高出 100 倍以上。因
此，保护这里的珊瑚和鲨鱼可有丰厚的经济利益，至少旅游区内就能创

行下去。第一个步骤是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沟通。典型的做法是，
向与计划或政策实施和执行相关的人发布通知。如今，为了更快
捷方便，很多保护区管理机构把他们的政策和计划放到了互联网
上。
第五、六和七章是由第四章引申而来，并详细说明计划的发
展和执行。第五章解决了公园设施和服务的可持续设计以及某些

下很多收入（25 个地点被选中）。

敏感问题。第六章致力于公园旅游规划中的挑战，并罗列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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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管理机构用来协助完成任务的管理框架。第七章回顾了用于
管理公园旅游观光的各种方法。保护区管理计划里不同方法的选
择和运用是保护区旅游规划的核心。
保护区计划的执行包括计划的贯彻、财政和人力的配置。第
八章阐述了保护区经济方面的有关知识，第九章讲述公园管理的

5 敏感性设施和服务的开发

经济方面，第十章是关于人力资源的管理。定期对执行的情况进
行回顾是必须的，所以第十一章是关于监控和评估的问题。
除了 IUCN 保护区类型 Ia 外，所有的保护区都需要设立不
同层次的游客服务设施。这种设施不是保护区里的一个信息标志
那么简单，也比保护性景观里的一个村庄或者小镇对旅游的作用
更加重要。所有设施都必须妥善安排其地理位置，因为它可能会
成为干扰物。与旅游有关的建筑也必须谨慎设计和运行，它们应
该反映出保护区的价值，清楚地体现与公园政策的一致性。
保护区管理人员应体现出他们管理的是一种文化，一个自
然区域，一个一旦实行起来就会与目前情况截然不同的地方。
某些保护区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中“都市文明的缩
写”。基础设施和服务为使用保护区的人们服务，这点与以前
大不相同。各种服务的提供满足了各种需要，比如，食物供应、
住宿、信息、交通和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尤为关键的是，服务
的提供不但最好地满足了游客的需要，同时也将负面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
有些保护区观光游客的人数大大超过本地区居民数量，而有
些保护区却鲜为人知。例如，澳大利亚卡卡都国家公园，在旅游
高峰的许多天里，游客中心周围都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但在
30 年前这里还没有宣布成立公园时，每年只有少数游客来访。
许多英国国家公园（保护区类型 V）也有同样的情况，游客数量
每年可以有 10 人次增加到 2 千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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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le, Royal 国家公园, Kwa-Zulu Natal, 南非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要。这就要求保护区的部分管理人员的耐心、容忍和公正感，尤
其需要对遗产地事务和价值的敏感性。遗产地是个广泛的概念，
不仅包括野生生物和景观，还包括历史遗址、建筑特点、各种收
藏、过去和延续的文化习惯，例如仪式、典礼、活动，甚至语言、
传统知识和生活习惯。另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
个体也有不同的传统观念，对某些人是大楼和建筑物，对另外一
些人却可能是生活方式和存在的文化。某些团体认为历史遗产地
应该追溯到 150 年或者更早，而有些团体认为不到 50 年的历史
也是足够的。
由于遗产地独特的文化特点，在设计保护区之前必须特别留

敏感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设施丰富了公园游客的经历。

心去理解遗产地的价值。通过提升形象和供给资金，旅游对这类

© Paul F. J. Eagles

区域的保护有着特别的推动作用，保护区的管理人员需要对文化
景点各种需要长期保持敏感。通过立法将文化资源指定为遗产地

很明显，游客服务不仅促进了人们对公园的使用，还引导了

需要特别的关注，由于旅游的文化影响会延伸到指定的遗产地之

对公园的使用。因此，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利用公园基础设施和

外，所以时刻需要认真去理解和管理文化的影响。管理人员关键

游客服务来提高游客对公园关键主题和价值的理解。良好的设计

要确定谁参加了影响文化遗产地决议的制定，以及决议制定的过

使得游客在特定的地点感觉更舒适，反应更热烈。在保护区备受

程怎样。

关照的游客会对保护区做出更好的评价，而且还会自觉协助保护

国际纪念物和遗址委员会（ICOMOS）提出了保护和利用文

区的保护工作。近几十年内，已经出现了越来越重视游客关注热

化遗产地的方式。例如，这个组织为处理广范围的问题提出了一

点的趋势。通过规划和研究认真地调查公园游客的需要，同时通

系列指南、宪章，包括：

过意见卡和满意度调查来监测公园游客的需要。实际上，一个管



历史性花园和风景区

理完善的保护区的标志是保护区基础设施和游客服务的规划，这



历史性城镇

必须建立在对现有的和潜在的游客需要的理解基础上。



考古遗址

设计完美的企业是最成功的，所以设计是相当重要的。它们



水下文化遗产

操作得更好，就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此外，优秀的设计不一定成



纪念物

本昂贵。通常其成功依赖于方法简单而且容易维护。



文化旅游

ICOMOS 于 1999 年制定了文化和旅游宪章，关键的管理要

5.1 文化敏感性的设计和操作

素罗列在表 5.1 中。

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文化敏感性的设计和操作尤其重
75

76

5 敏感性设施和服务的开发

表 5.1

1999 年 ICOMOS 宪章的指导

基本要素

指导方向

 真实性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
解说项目必须：
真实性  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正确评价；
 采用适当的、鼓励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技巧和个人解说形式；
 鼓励高水平的公众意识和对文化遗产地的支持。
旅游必须：
 给当地社区带来利益，并对维护遗产地及文化习惯有着重要的动机和
意义；
 通过教育、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旅游带来的利益得到公平分配；
使用  鼓励训练和雇佣当地导游和向导。
管理人员必须：
 认真查明游客对本区域的特色、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和当地人享有的
权利、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福利带来的潜在影响；
 选择循环线路，对整个区域的影响降到最低。

尊重

 尊重当地居民精神方面的尊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尊重当地社区、土地所有者和土著居民的权利和利益，他们在自己的
土地上享有传统权利，或希望限制某些活动、习惯和接近方式；
 鼓舞和帮助所有的团体理解和解决各种争端；
 保护应该为游客和土著居民提供良好的管理机会，来直接体验和理解
当地社区的遗产地和文化。

文化

 鼓励游客更广泛的去感受这个地区的文化/自然遗产；
 让所有的团体，包括当地和土著居民代表参与管理，对于实现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是必需的。

经济
回报

 将较多的收入分配到本区域的保护、维护和宣传上，并告知游客收入
的分配情况；
 确保当地工艺品和产品的销售和分配给当地社区带来益处。



游客

满意度



确保游客的体会是值得的、满意的和令人愉快的；
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以促进游客对遗产和保护需要的理解；
提供适当的设施以满足游客的舒适性、安全性和满意度；
确保旅游推广得到预期的效果；
将来访游客数量以及游客流量的波动降到最低程度。

 连续的研究和咨询对这个地区遗产的理解和欣赏起着重要的作用；
咨询与
 将当地社区纳入到保护和旅游规划中，以制定目标、策略、政策和协议；
评估
 评估旅游对当地或社区正在发生的影响。
来源：ICOMOS，1999
网站：http://icomos.org/tourism/charter.html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5.1.1 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保护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基本上采用 4 种方式：
1. 保存：对现有建筑和人工制品的保护及固定；
2. 修复：对建筑物和人工制品残缺的地方进行维修和还原；
3. 重建：修建新的建筑和人工制品，代替已经丢失、破坏
或者老化不能使用的建筑；
4. 改建：对建筑物的某个部分进行修改，同时对其它部分
进行改造，使其更加有用，如为旅游用途。
建筑遗产的旅游性使用会引发一些技术性难题，比如适合人类
活动、散发游客资料、建筑物及游客的安全措施、食品供应和其它
服务，如供电、卫生措施和用水分配，职员的需求也不容忽略。公
园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然而旅游的需求常在一个修建或者
改建过的建筑物里就能得到满足。对建筑遗物的保持和修复都必须
通过认真的计划和实施，目的应该是在确保遗产得到高质量的保护
同时，向游客提供最佳的可能线路、使用最好的解说。
在历史建筑遗产中新建任何建筑物（如为旅游用途）的指南有：


参考现存建筑物的特点；



尽量采用本国当地的风格和材料（尽管这种做法与现今
的建筑风格相违背）
；



认真留意建筑的安排方式；



把利益相关者纳入寻求建筑风格的解决方式中。

5.1.2 文化遗产的教育和解说
通过解说和教育项目的优秀设计和实施，文化遗产开始真正在
游客心中复苏。解说可以让游客和当地社区居民意识到本地区的重
要性，同时也是保护的需要。解说的目的应该是增进人们对文化和
遗产的价值、当今社区成员和遗产的管理人员、景观以及由遗产引
申而来文化的意识和尊重，同时还促进了对本地区工作的支持。
一个经过专业规划的遗产解说项目包括：认真决定解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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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表达主题媒介的选择；表达主题的素材以及对表达方式的
表 5.2

评估。确定主题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必须知道，保护区里遗产的
个别方面有着从国内到国际意义不同程度上的重要性，解说项目

方面

必须体现出这种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与游客相关，跟当地

环境影响

社区也有很大关系，应该随时告知游客特定资源的文化含义。

评价

文化遗产的解说与自然环境的解说稍有不同，因为许多文化

环境和文化敏感性的设施指导指南
指南

 考虑是否需要一个法定的或是非正式的环境评估，包括生态、社会、
文化和经济评估；
 需要时，制定减轻环境影响的计划。
 订制一个承上启下的计划— —调查这个周边地区和社区，包括有价
值的景点和自然资源；

的工艺品容易损坏且不可取代，再有许多遗产为现存的文化所“拥

 为景区制定管理计划，包括与周边／邻近保护区的关系，确定分区

有”。此外，文化的表现经常涉及文化冲突，认真分析，这些冲

和进入景区的方式；

突与主题的表达有关。例如，一个历史战争纪念遗址对不同文化

 制定景区计划，重点在细节设计上，使得对景点的干扰、与环境不

的冲突双方就有不同的解释。冲突双方的解释必须是诚实和公开

景观和

的。获得信息权是有挑战性的，否则会导致在政治上处于被指控

景点设计

的状况。

协调及干涉降低到最小；
 树林管理主要考虑如何维持、重新布局或树木更新；
 种植植被，为鸟类、哺乳动物和其它野生动物提供更适合它们生存
的自然环境；
 利用本地物种美化环境；
 考虑景点的文化方面；

5.2 环境敏感性设计和操作

 确保各个方面的联系得到考虑（土地使用、人群流通、附近形迹、
其它设施、村落营地）
 高度和规模必须与现有的植被和地形相匹配；

5.2.1 标准与指南

建筑设施

保护区内的旅游设施和项目应充当环境敏感性设计和操作的

保护环境中的承诺。所有这些可以通过下列步骤来完成：


最小化游客服务的负面影响；



营造一个让游客感觉到他们在一个特殊地方的气氛；



列举一个环境敏感性设计和操作实践的例子，告诉游客

颜色等等；
 各种设施的建设必须考虑到能量的效率，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能源。
 各种服务的设计和操作应尽量减少水、能源的使用，以及废物、污

实施对象。良好的设计和合理的操作可以提高本地居民和游客对
公园核心价值的认识，还可以向所有游客展现保护区管理机构在

 设计必须考虑到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当地或本国的设计风格、

资源的
保护和消耗

水、油污、噪音、光污染和其它放射污染的产生；
 鼓励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考虑一种永久性农业方式，将废物变成可利用资源，把问题变成机
遇（这种方法模拟了自然系统中植物与动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多样性）。
 材料必须是本地的，适合本区域且维护费用较低；
 必须确保用于建设的材料来自可接受的生产系统，或者适当情况下

材料

可以回收；
 确保所有带入景区用于建设的材料都被利用——承包者应创造“无

可持续性、创新性和有效的解决方式的价值和可操作性。

废弃物”的环境

依据具体情况，对于规划和设计的各个方面的详细程度也有

 建设和操作中采用适当的、实用的、成本效率高的又没有不良影响

不同的要求。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1998）和美国国家公园署

新的、负面 的新技术（巧妙的住房和传感控制、低热传递玻璃窗装配、免费制冷/

（1993）都发布了极好的公园和旅游环境设计指南。表 5.2 提供

影响低的 制热、能量来自太阳能/风力/微型水电站、节能电源控制、产生热量的

了环境和文化敏感性设计和操作指南。专栏 5.1 和 5.2 是这些指
南运用于实践的两个例子。
79

技术

再利用，等等）；
 采用新技术，使单独的设备、交通工具和其它设施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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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各种服务

指南
 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如游客、管理机构、私人部门、职员等，制定
和执行服务标准
 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指南和操作条件一旦明确，决策和报告就变得简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专栏 5.1

南非 Sabi Sabi 私人狩猎保留区：在私人狩猎保留区内环境

敏感性污水管理的例子

Sabi Sabi 是一个 2 000 hm2 的私人狩猎保留区，与 Kruger 国家公园

单清楚；

比邻。在 1974 年这块地被购买之前，这里是一个牧牛的地方。通过启

 保留基础的信息（理想的是从建设前开始），可以评估作为建设和

动了一个白犀牛重新引入的项目，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超过 200 头的白犀

操作的结果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可能很容易观察，

牛种群，现在主要用于观赏大型狩猎。该保留区总共有 190 位职员，还

质量控制 也可能相当复杂；
 设定运行的条件和时间限制，使得开发商/特许经销商能够确保投资
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并得到投资的合理回报；

有超过 100 位的本地人（连同他们的家人）
。其对保护的主要贡献在于
通过开展低密度、高价值的旅游，防止了殖民、农业或者牧牛的侵蚀。

 定期召开有管理人员和设施运行商参加的会议，有助于解决各种问

其对当地社区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雇佣、培训和购买当地产品以及服务

题和事端。

推动了当地社区的发展。

 制定绿色的购买政策；

这里有三个营业的旅馆，人工沼泽是污水处理系统的核心部分。污

 采用可被生物分解的无污染产品；
 采用替代方法进行灌溉，如松土、除草和施肥；
 制定一个综合的害虫控制计划；
绿色实践  用散装的或者可以再利用的容器储存东西；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所有的系统功能削弱，所以应对所有系统

水由于重力作用流入一个能容积为 10 000 L 的三级容纳和分解池里。
在必要的时候，用水泵抽起池底的淤泥并用卡车运走，液体被泵出来修
建池塘，通过电子篱笆保护周围的植被。通过树根逐渐将水慢慢排入到
一个小沼泽里。沉淀池和沼泽吸引了许多水鸟，包括取食青蛙的驼背鹤。

和设施进行良好的维护；

资料来源：Buckley 和 Sommer

 鼓励职员使用职员专用车辆进入景区；

网址：http://www.sabisabi.com/

 确保销售材料的环境敏感性，使用电子通讯。
 奖励职员的创造和监督；
 让游客参加正在实施的改进措施；
规划

 管理人力资源——制定人力使用策略（参考上面）；
 与其它公共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规划实施；
 促进职员与顾客的比例提高；
 在项目活动中建立监督机制。

5.2.2 公共和私人部门设施的设计
关于游客设施运作方式的适当组合一直存在争论。最通用的
选择是，公园管理机构、特许经销商、友好群体、NGO 和当地

 在对制定活动或对活动做重大改变之前，与当地社区进行磋商；

社区。然而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像住宿和餐饮这些服务由私人

 把盈余资金和物资捐赠给当地慈善机构或意外事故受害者（例如肥

部门提供，而非直接由保护区管理机构控制（尽管保护区能通过

皂、床单枕套、生活福利设施、食物等）；

土地利用规划系统决定这些服务部门的位置和形式）。每种选择

 最大限度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与当地社区  在没有商品和服务可以提供的情况下，尽可能购买当地的东西，鼓

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制定决策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对私人参与保

成员的关系 励发展绿色产品和服务；

护区建设的政策；财政方面的考虑；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

 帮助当地组织，提供优惠服务或把利润按一定比例捐赠意外事故受
害者；
 鼓励游客尽量在当地多待些时间；
 给当地提供培训和工作经验。

结构及其管理能力。无论做出何种选择，所有设施的设计和管理
都应该尽可能的敏感和有效，遵照表 5.2 中的指南进行。在接下
来的章节里，各章将逐一介绍宿营地、住宿、解说设施和交通设
施的设计的核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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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处理是所有营地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固体垃圾可以用

宿营地

填埋的方法处理，地点可以是保护区里也可以是保护区以外。由

在北美国家公园内为宿营地、野营地提供舒适的住宿条件（见
下面）
，对加强人们对公园运作的强烈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此看来，很有必要制定减少废物产生的计划。自动堆肥处理的厕
所能有效减少污水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和城镇附近的保护区

许多国家都提供保护区的野营服务，宿营地从比较远地方的

更能够利用其收集和回收项目来处理金属、废纸和玻璃，其它不

初级宿营地到拥有扩展设施的大规模的营地各不相同。加拿大公

靠近城市和城镇的地方只能靠本地回收。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

园署的宿营指南（1992）详述了管理机构建立宿营地的方法，指

Algonquin 省级公园颁布禁令，禁止在乡村的远足区和划艇区乱

南中描述了在国家公园内宿营地的地位、其服务策略的制定以及

丢瓶罐。于是私有部门响应禁令，将其提供的所有食物和供应品

宿营地的设计、建设、维护和运作。

都用袋装，具有轻巧、容易烧毁处理和带出保护区等特点，因此

在荒野和贫穷地方的宿营设施应该尽可能的简单，与利用水
平相适应，而且造成的影响也要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贫穷地区的
宿营设施的良好设计，可以将人类对这个遥远地区造成的影响减

公园内就再没有如何处理垃圾的烦恼了。

野外扎营

至最低，例如用简单的小粪坑来处理粪便是个优越可行的方法。

许多游客需要有过夜的住所。如果保护区比较小，游客可以

经济发达地区的宿营地通常有淋浴房、洗衣房等便利设施，还有

安置在附近的城镇、乡村或者寄宿当地居民家里。在这些保护区

供儿童玩耍的各种设施和导游。所有的设施都要按照环境敏感性

内，通常是 IUCN 类型 V 保护区，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来安置游

原则来设计（专栏 5.2）
。

客。在这些情况下，必须有便利的交通，最好是公共交通，才能
方便游客出入和贯穿保护区，特别是在信息中心、行李提取处、

专栏 5.2

加拿大阿尔伯达省 Kananaskis 县省级公园，河谷群宿营地：

人行通道和厕所更需要有方便的交通。
允许在 IUCN 类型 I 保护区至类型 IV 保护区内建立住所的

使用太阳能的营地
到河谷野营的有本省、外省和国际的游客。这里大部分的营地都设

优缺点辩论相当激烈（原则上讲，在 IUCN 类型Ⅴ保护区和类型

有厕所和住所，但是没有电力照明。1988 年这里安装了光电（PV）照

Ⅵ保护区内建立住所是没有争议的）。很久以前基于旅游的国家

明系统，使得宿营地在天黑后可以继续使用。一个照明灯安装在公共住

公园里，建立住所来与之相匹配是相当明确的。如今，非洲的许

宿区，另一个则在公共厕所里。整个系统用运作传感器触发，同时为一

多大型公园和狩猎保留地都采用了这种办法，例如，在公园中建

个延迟开关关闭。

立住所为游客提供服务。然而，许多别的国家在同样形式的公园

安装光电系统比汇聚有效的小光源效率高得多。尽管安装这种
系统的成本很高，但是系统一旦安装成功，根本就无需其它花费来
维护它。这个系统有简单、可靠、容易维护的特点。游客对这个系
统很感兴趣，提了许多关于系统的问题，这也给宣传“绿色”信息
创造了机会。

里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住宿措施，相反，他们觉得应该在附近的社
区里建立住所来为游客服务。
在 IUCN 类型 I 保护区至类型 IV 保护区内建立住所有一些
极好的讨论（范围从普通住房到旅馆或小屋），特别是对面积较
大保护区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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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管理人员能够对住房和游客对保护区的使用实行

了保护区的管理，例如对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保护。尽管游客坐

更有力的控制；

车或者步行比标记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但是这些标记可能会比

游客在保护区里消耗大部分或者全部时间，而又比较少

较突兀，对周围环境造成干扰；许多保护区管理机构会定期检查

使用交通工具，这能增进他们对保护区的欣赏了解；

标记，确保没有滥用标记的情况出现。一些公园还制定了标记政

良好的住房设计和服务措施能把游客吸引到未开发的地

策，确保整个公园甚至保护区系统的一致性。一些保护区与当地

区游玩；

交通管理机构配合，在保护区的路线标记里面加入指示信息。

通过费用和其它财政分配，保护区从游客住宿和餐饮的

不同观点的人可以从下面这些方面进行反驳：






地理位置恰到好处，通常设在 IUCN 类型 I 保护区至类
型 IV 保护区内公园的入口。

旅馆与自然区域的本质特点不一致，经常干扰视觉效
果同时也可能造成污染；



旅游发展需要一系列的服务，这些通常可以在路途中

尽管游客中心不是保护区的必要设施，它主要用于完成重要

游客中心建设和运作的基本指南如表 5.2 所示。

获得，因此也造成了对保护区的次要影响；

管理任务，特别是吸引大量游客的保护区。这样的保护区通常有

旅馆很容易发展扩大，所以一旦建立了，就很难对其

两个或者更多的游客中心，一般都设置在公园大门的旁边。
过去，游客中心很少把目标定在特定的市场需要上面，也没

进行限制；


游客中心是整个保护区的投资重点，并提供了广泛的信息、
解说、安全和娱乐服务。由于是交通的交合点，所以必须：

花费受益。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在保护区外面建立活动中心和住房，很容易给当地人

有接受游客反馈意见的安排。许多游客中心显得过时，需要升级

们（尤其是需要带小孩的妇女）带来益处，减少了他

才能保持对游客的吸引力，并完成中心所应有的角色。因为游客

们进入保护区工作的可能。

中心的建立和运作需要很高的费用，所以这里也就成了保护区里

保护区旅馆的定位要考虑很多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在比
较远的地方修建住房费用很高，旅游又是季节性的，所以不管是政

唯一成本最高的投资项目。风险是，游客中心可能会由于位置不
好、设计过时、信息不准确或者缺乏维护而变成“累赘物”
。

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很难吸引他们的资金来冒险投资。保护区

如今，最好的游客中心必须位于能吸引最多游客的地方，而

里的住所只能有期限的出租，这样的限制降低了整个项目对私人部

且要具备许多功能。游客中心的建立需要周详的设计，精心选择

门和风险资金的吸引。虽然如此，最近的几年里，在一些重要 IUCN

的地理位置和和谐的风景。换句话说，必须先把游客拉到大楼里

类型 I 保护区至类型 IV 保护区内都建立了一些新的住宿中心，例

面，说服他们参观陈列品，然后把他们带出来，最后才带他们进

如美国加州 Sequoia 国家公园新建的小屋，坦桑尼亚 Tarangire and

入保护区观光。因此，游客中心要具备很强的解释说明作用，有

Serengeti 国家公园建立了一些新的旅馆。但是，无论在哪里建立旅

助于游客对保护区重要性的理解，同时也辅助了这个地区的管理，

馆，都必须采用最符合当地文化和环境敏感性的方式。

这样的游客中心才是成功的。许多游客中心都设有商店和旅馆，
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成为保护区重要的收入来源。保护区赋

通告、指示和解说设施

予游客中心的这种基本任务给保护区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好处。

标记、其它信息及其解释能够影响游客的行为，因此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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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公园里，保护区的交通是公共交通网的组成部分，保
护区里的道路归当地交通部门或高速公路部门所有并管理。一些

5.3 交通和基层建设

保护区的交通实际上由国家交通局横向管理。
保护区提供交通设施会增进游客对保护区的理解，正确欣赏

人们通过公园提供的娱乐性交通工具进入保护区，因此也造

并且感受游玩带来的乐趣。许多公园，交通还是当地居民不可缺

成了交通、成本和沟通等问题。这些情形需要经过认真的商议和

少的服务。然而，我们所说的交通通常指动力交通工具，正是这

计划，才能确保建立保护区的目的和环境没有受到侵害。

些交通工具对保护区产生了主要的负面影响。噪音、污染和灰尘
等都能干扰野生动物的生活、破坏植被，也影响了水源质量。笼

5.4 发展提议的评估

统的说，游客可能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峡谷里远足的游客可能
会被直升机的噪声干扰，如果来的是一架观光航天器的话，情况
绝对要好些。

保护区管理人员要面对各种与发展娱乐相关的提议，尤其是
在 IUCN 类型Ⅴ保护区内，所有发展项目都会被要求考虑。在保

尽管在公园里建立交通设施（道路、轨道、飞机跑道、船只

护区里建设或以其它形式影响环境的开发者，为得到许可或授

停泊处等）的主要目的是方便管理人员的管理（例如建立飞机跑

权，一般会对建议实施后保护区内在特征提出问题，这样有助于

道，方便监督和抢救森林火灾飞机的起降）。然而，它的建立对

保护区管理机构确定提议造成的影响。和合作伙伴一起，前英国

保护区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管理用的小道是保护区基础设施

乡村委员会（现在的乡村管理机构）收集了一系列关于在国家公

中最难管理的部分之一。这种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费用特别昂贵，

园发展旅游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修改发展为指南，以列表的形

而且这种系统容易分割整个生态系统，可能对野生动物的行动造

式供管理人员和开发者使用。

成严重的影响。要更好的把保护区开放给公众使用，就必须对交
通的设计、路线和管理进行认真的规划。

关于在保护区建立各种便利设施和服务的问题列表


很多保护区都会保留原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如矿工或伐木工

保护区的发展规模是否与保护区的物理条件、游客数量
和游览时间相匹配？

修建的轨道或者小道），这些设施基本保留了下来或者只做稍微



保护区还有没有其它的用途，是什么？

修改。虽然这是最简单的利用方法，但从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



保护区将维持什么样的特点？

在没有其它重要事情的时候（比如设计游客安全），就应该考虑



这里的发展给保护区以及当地人民带来了什么经济利益？

是否把这些全部拆除。



提议对支持保护区目的和目标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是

尤其在游客交通繁忙的时候，这些过时的设施就显得不安全

否支持其它的（传统的）活动？

了，往往容易出现事故。例如，1997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交通会对保护区产生影响吗？是什么样的影响？

Kosciusko 国家公园“pre-park”路由于水管泄漏倒塌，造成 18 人



提议的设施和服务需求的程度如何？对游客有什么价值？

死亡，而修这条路本来预计只使用几年。过时的交通设施不堪游客



整个地区内是否有相同的便利设施存在？使用情况如何？

数量不断增加的重负，改革势在必行。同样在 Kosciusko，通向死



对保护区的后期管理和维护有何提议？

亡谷地区那条漫长又塞满游客的路，被一条新建的火车隧道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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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该对应有建筑进行修改。
专栏 5.3 是一个由倡议者提议建立便利设施的杰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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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制肥：厕所要节约用水。这样可以防止污水通过地面渗漏
到珊瑚地带中。人类粪便掺入复合肥料后迅速分解（有氧制肥法）。

 光电能：灯光由屋顶的仪表板吸收太阳光产生，提供给人们日
常使用。

专栏 5.3

坦桑尼亚 Chumbe 岛珊瑚公园：涉及环境与文化敏感的私人

Chumbe 岛的建设展示了远景规划和目标选择的作用。除了设计的
特点之外，还带来了一些社会经济效益。附近村庄 5 个出身渔民的人经

生态保护区设计

Chumbe 岛是坦桑尼亚第一个私人海洋公园。位于印度洋一个 24 hm2

过训练成为监视珊瑚和森林的公园保护人员，他们工作相当积极，经过

大的无人岛屿中心，周围环绕着大量的珊瑚林，是一个美丽又有重大生

训练，部分居民成了导游。海洋公园以及通往观潮的小路都装备有“浮

态研究意义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钓鱼和开发的绝好地方。

水信息模型”和信息压缩卡。这些道路和资料是为游客和当地人民提供

1992 年，成立了 Chumbe 岛珊瑚公园有限公司（CHICOP）来管理
这个公园。这个机构致力于建立一个可行的管理模式，使旅游业更好的
支持保护区的维护以及教育事业，草案还包括了对珊瑚和森林的保护。

的。Chumbe 岛珊瑚公园有限公司与 NGO 合作，对保护区的维护、土
地管理和提供小学生免费参观进行环境教育进行再投资。
网址：http://www.chumbeisland.co

公园的财政有几个不同的来源。1 百万美元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由发
动这个工程的个人提供，剩下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和其它的个人捐赠。
发展环境旅游的同时还能为保护区和当地人民做出贡献的想法吸引了许
许多多的人。结果，30 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志愿为这个工程提供
了专业支持。

Chumbe 岛珊瑚公园有限公司对这个地区的管理分别得到了附近渔
村代表咨询委员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环境部、渔业
部和林业部官员的支持。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以上的全体会议。
旅游设施包括 7 个能同时容纳 14 个客人的平房。另外，还能提供
多于 12 个游客（当日往返的短途旅行）的休息室。这里的环境敏感设
计体现在修建平房上，全部都采用下面的建筑构造：

 雨水蓄水池：岛上没有水源，雨季，屋顶的雨水汇集后，经过
天然过滤，最后保存到地下蓄水池中。

 太阳能热水器：雨水从地下蓄水池中泵出，经过太阳能加热系
统，进入存有冷水的容器里，供洗澡用。

 废水回收：洗澡后的污水经过植物过滤，污水就不会渗透到珊
瑚保护地带里面。隔离层要选用能耐高水位高营养的植物种类，跟洗澡
水富有硝酸盐磷酸盐相配。

 自然通风：所有的建筑保证自然的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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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援助等情况在许多国家发生，这意味着采用系统的方式来识
别风险是相当重要的。

6.1.2 共同承担义务

6 保护区对旅游挑战的管理

保护区管理人员需要去了解现有和潜在的游客，知道他们需
要什么。游客管理是一个考虑游客需要、期望和满意程度的游客
导向方法。游客管理技术对理解事故原因很有帮助（例如缺乏经
验，或者游客自发冒险）
。
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必要时公共安全的移交、搜寻和抢救
服务，这些都必须是保护区管理人员、旅游业者和其它利益相关

6.1 风险与游客安全管理

者、游客、使用者的共同责任。专栏 6.1 列举了一个公众共同承
户外娱乐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处理这些风险是公园旅

担保护区事故责任的例子，加拿大公园都沿用这种做法。

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客风险管理是指广泛的游客风险的系
统识别、分析和控制，其风险会对管理机构及其实现管理目标的
能力造成威胁。

专栏 6.1

共同分担安全保证责任（管理机构、旅游业者、游客）

公园管理人员

 辨别并解释与环境、基础设施、交通、游客特性和管理程序有

6.1.1 风险管理

关的事件风险性的级别

广泛的说，风险包括可能会造成损失的非故意事件或者情
形。保护区管理的损失可以简单到如游客不小心扭伤脚踝，也
可以复杂到要追究责任，最后到用刑事诉讼来解决问题。下面
用公式的形式来说明风险：风险程度＝事故发生的频率×后果
的严重程度。风险的发生有一些偶然的成分，所以就必须进行
预测预防和采取控制行动。风险预测是管理的主要部分，因为
通过主动的预测，风险程度降低了。控制的概念是采取行动，
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才能降低游客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
限制其负面结果。

 计划游客风险管理以及划分公众安全的责任范围
 组织对目标保护对象的教育和信息程序，鼓励公众自立
 与旅游工作者、报关人员、游客和其它用户沟通好地区的特殊
风险事宜

 建立并维持适当程度的搜寻和抢救服务
 签订合作协议，为其它政府部门、NGO、旅游业者、特许权获
得者和服务提供商提供培训和交流
旅游业者

 辨别并适当说明与旅游业有关的风险性的管理
 为他们的生意运作拟定一个游客风险性管理和公众安全计划

有效的游客风险管理规定对保护区的管理有重要的作用。许

 在客户中实行目标保护教育和信息程序

多形式的游客活动和娱乐活动都有隐含的风险，事实上这种隐含

 与客户和公园管理人员沟通好地区的特殊风险事宜

的风险可能是整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对个人造成重大

 建立并维持适当程度的搜寻和抢救服务，包括训练职员如何在

伤害的索赔和赔偿、在法庭上对赔偿的过分要求和更多人向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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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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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园管理人员、政府部门、NGO 和服务提供者建立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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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倡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游客风险管理程序，包括对大部
分存在风险的了解，用最经济的方法配置人力物力去把事故发生

训练和交流

的可能降到最大程度。

游客

 识别游客活动中的隐含风险，确保有足够的知识、能力和适当
的物理条件参加抢救

 得到训练，装备适当，如果有必要，准备处理紧急情况直到专
业营救到达

 留意和寻求公园管理人员和旅游工作者关于风险存在以及如何

游客风险管理程序包括如下部分：


职员的训练；



检查和判别有风险存在的地方；



与法律顾问、保险公司和其它机构联网工作；



事故的报告。

准备对付的建议

 游客必须遵循和拥护公园的规则、安全手册、隔离栏和标记。
公园管理人员和旅游工作者必须致力于事故的防范，确保能够提供
游客高质量的观光机会，同时给他们明确义务的界限

第一步：判别存在的风险
判别一个地区或者一种活动
中存在的所有风险

 采取的方法时候能有效的判别和管理存在的风险吗？
 建立一个地区或者活动存在各种风险的列表
 检查一个地区前做好一个各种可能存在风险的列表
 检查一个地区的同时多与游客交谈沟通
记录各种已经判别出来的风险

第一步：评估风险
对每一 个风 险存在 程度的
评估

 风险控制方法是否能消除或者把风险降低到可接
受的水平？风险控制方法是否带来了新的风险？
 收集每个已判别的风险的信息
 考虑发生一次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发生风险的
频度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估计可能产生的后果（危及的人数和受伤的严重
情况）
 用事故发生、可能发生和造成的后果来计算风险
的程度

第三步：风险管理
拟定并运用恰当的风险控制
方法








决定控制风险的方法：
消除风险
转移风险
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
降低风险造成的影响
接受风险

第四步：风险监控和回顾
监控残留的风险，并且进行
回顾






评估风险控制方法的效益：
回顾控制方法
运用控制方法
通过经常的评估和记录监控控制方法的效力

资料来源：加拿大公园署，2002。

6.1.3 紧急情况及其规划
紧急情况是指一个不正常的情况，需要在采取正常程序前迅
速行动，防止或者减少人员伤害或者物资、环境的损坏。紧急情
况规划常常与公众安全一起考虑（例如风险的确定和预防、搜寻
和抢救服务），它所关心的是对高频率－低影响/后果事件（例如
同伴迟到、肢体受损）制定主动和及时的反应。它同时也要考虑
更大地区范围内的更低频率－更高影响/后果时间的紧急处理程
序（例如洪水、龙卷风、台风、火灾、山崩和雪崩），主要在于
事故的及时反应上。通过上面描述的风险评估，这些类型的事件
就可以鉴别开来，从而制定出紧急事件处理计划。

6.1.4 游客风险管理程序
实质上，评估风险需要下列条件：


评估——询问什么地方可能出现问题？



控制——询问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财政——询问处理问题的资金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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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风险管理方法指南

资料来源：由 ANZECC 改编，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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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主要组成元素包括：
在政策声明中制定目标、目的、策略和效果评估指标（来
帮助监控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
；

用一个结构化的方法：（1）识别风险；（2）评估风险
程度；（3）对这些存在风险进行管理；（4）监控发生
的事情同时对政策进行评估（ANZECC，2001）。这就
是图 6.1 中发布的指南。另外一种可选的方法是加拿大
公园署（2002）游客风险管理方法，这个方法比较复
杂，总共有 7 个步骤。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原则

游客管理的原则

原则

1. 适 当 的 管
理取决于目标

样性和保护区  环境变量影响游客使用保护区和影响的程度（例如地形和植被）
的社会条件是  管理人员能判别多样性，然后根据要求做决策，因此把技术决策
不可避免的， 和评估决策分开
甚至是需要的  利用清楚的分区来管理多样的娱乐活动能更好维持保护区的重要
价值
 保护区保护自然过程和特点，所以管理总体上说是管理人类导
3. 管 理 引 导
影响人类导致

致的变化
 人类导致的变化可能产生不良后果
 有些变化是必要的，这可能也是公园创立的原因。例如，很多公
园是为了提供娱乐机会和经济发展设立的
 管理行动决定何种行动对变化的总量、类型和位置影响最大

公园的旅游依靠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应当认真进
行管理、引导和尽可能降低旅游对这些资源造成的影响。甚至小
规模的娱乐活动也能给保护区带来负面影响，其实所有的娱乐活
动都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保护区旅游带来的结果中，有些是的，
例如产生经济收入，这也是建立公园的内在原因。因此，某些影
响是可以接受的。
摆在公园旅游规划面前的基本问题是确定什么样的影响程度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些有科学根据的决定代表了相对有价值的
交易的评估。值得用多少对保护区的破坏来换取经济效益和提高
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没有公园旅游，这里的自然和文化资
源将用于别的目的，这样将对保护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帮助回答上面的问题，表 6.1 发布了一些游客管理的主
要原则。
表 6.1

2. 资 源 的 多 保护区中心）

的变化

6.2 保护区内游客管理的原则

描述
 影响、使用水平、期望的条件各不相同（例如野外营地的影响和



描述

 甚至小型娱乐的使用能造成不相称的巨大的生物物理影响或者社
会影响，因此，任何程度的使用都会造成某种影响
4. 人类利用保  许多影响是有目的设计出来的，例如给公园游客提供一定程度的
护区必定对自 环境教育
然资源和社会  管理人员都需弄清楚“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接受或者是需要的？”
环境造成影响  决定影响的可接受范围是所有游客规划和管理的中心问题
 管理人员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创立和管理可接受范围内的各种
影响
 游客对保护区使用行为或者公园管理行为造成的影响可能不在保
5. 影 响 可 能 护区内发生，或者目前问题不明显（例如，限制使用某种资源可能
是时间上间断 导致这种需求转移到其它地区，或者水源管理不当会使下游的水受
的也可能是空 到污染）
间上间断的

 计划者需要有关于资源使用与影响的牢固知识，才能随着时间的
流逝对这些关系做出不同程度的预测

6. 许 许 多 多
影响资源利用
/影响关系的
因素

 除了资源利用程度外，还有许多影响保护区资源利用/造成影响关
系的因素（例如游客的行为、旅行的方式、旅游团的大小、季节和物
理生物化学条件）
 教育、信息管理和规定都致力于限制游客的行为，另外对资源利
用的限制也很有必要
 与人们使用频率有关的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对简单（例如，停

 目标为保护区管理成果提供权威性的宣言

7. 许 多 管 理 车场、厕所设施、水源供应），但是造成的影响跟人数是不成比例的

 它们鉴别了管理行为的适当性并指出可接受的资源和社会条件

问题都不取决  例如，为少数人设计的便利设施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给很

 它们允许对成功的管理行为进行评估
 特殊的目标比一般的观点陈述带来更多的争论
 建立目标的方法具有政治色彩，所以，公众的参与是根本

95

使用者的人数 多人设计的便利设施却可能反而造成相对小的影响
 同样，社会条件也不总依赖于使用者的数量（例如游客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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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描述
 限制资源使用政策是多种可用的管理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管理

8. 限 制 资 源 人员所采用的最有效的方法
的使用只是选  实行限制资源使用会引起许多问题，例如适当的分配和技术的含

5）娱乐机会分析（ROS）
6）旅游优化模型（TOMM）
有一些介绍各种方法的作品，每种方法的优缺点附录 D 和
表 6.2 中都有详细介绍，这里还可以看到各种管理框架的比较和

用管理方法中 量
的一个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限制资源使用会引起政治问题，因为它会决定谁没有权利用这些
资源，及如何分配这些资源

9. 做 出 决 定  保护区的管理决定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修建道路的位置，游客中

对照。
如果采用下面这些方法，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性问题：

的过程中，应 心的设计）但是其它的管理决定能反映价值判断（例如对资源利用进



所有的方法都必须安排职工、资金和实施时间；

该把技术上的 行限制的决定，如何限制，便利设施的类型，所提供的旅游机会）



科学知识的判断与游客实际影响间难免会有差距，所以

决策跟最后的  决定过程中还必须把“存在情况”和“首选情况”分开

评价都是主观的，或许是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判断；

价值判断分开



有时需要的管理行动并没有执行，限制已经远远超出
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是由于人力资源不够或者管理
人员不想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6.3 保护区管理框架

当这些指南向读者介绍现在的管理框架和主要特点时，想要

20 世纪 80 年代，交通工具的装载能力作为敏感环境地区旅

采用这些框架的管理人员应该认真阅读相关的文档并与管理框架

游管理的一种技术发展了起来。这鼓舞管理人员试图通过限制游

计划者探讨实施经验。下面回顾一下可接受变化范围的规划方

客数量来解决游客对公园资源的使用问题，这些限制是基于事先

法。这种方法很有特色，因为它本身已经被广泛接受和使用，而

定好的程度，并且经过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其它因素的分析

且有很多著作和经验供新手参考。

而制定的。然而，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很大，它基本上是一个基于

6.3.2 可接受改变的范围规划方法（LAC）

限制和约束的概念。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限制跟保护区的建
立目标，即鼓励游客对保护区资源的欣赏和评价相违背。随着这

给保护区旅游制定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后发的行动，如

种限制方法的局限日益明显，就产生了一些更成熟的结构化的管

建立设施、设计娱乐节目和确定旅游服务的层次等都是从目标中

理框架，顺应保护区旅游观光管理的需要。

产生出来的。
可接受改变的范围规划方法没有把重点放在有利于使用资源

6.3.1 管理框架的选择

与造成的影响上，而是放在游客活动所有需要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下面是一些世界不同地区采用的管理框架：
1）可接受改变的范围（LAC）
2）游客影响的管理（VIM）
3）游客经历和资源保护（VERP）

上，管理行动为达到这些条件服务。这是一种系统的、清楚的、
可靠的、合理的方法，而且还有公众的参加。
表 6.3 说明了可接受改变的范围规划方法框架的指导指南。
下面专栏 6.2 列举了实行可接受改变的范围规划方法的例子。

4）游客活动管理方法（V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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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表 6.3
步骤

表 6.2

游客管理模型的评估（又见附录 D）

1. 判 别 归 因
于这个地区的
特殊价值、问
题和关注

2. 判 别 和 描
述娱乐活动的
利用机会等级
和地域

3. 选 择 资 源
和社会条件的
指标

4. 列 出 存 在
的资源和社会
条件

5. 详 细 说 明
每种分类的资
源和社会条件
标准
6. 识 别 利 用
机会等级配置
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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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变化的范围：方法和指南
指南

居民和管理人员：
 判别需要留意的特殊的特征或品质
 判别存在的管理问题和关注的问题
 判别公众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
问题
 判别保护区在本地和全国在政治上/制度的限
制下扮演的角色
利用机会等级描述了根据对不同社会，资源或管
理条件的维持对自然资源进行细分：
 判别自然资源利用机会等级
 描述对不同条件的维护
（Bob Marshall 荒野区的案例研究，专栏 6.2 说
明了里面如何利用机会等级）
指标是特殊的资源或社会配置元素，用来指示
在每个利用机会等级分区中适当且可以接受的
条件：
 选用一些指标作为总体健康的指示
 运用经济、社会、环境、政治指标
 确保指标容易衡量，与利用机会等级的条件
有关，又能反映娱乐使用造成的改变
 用选用的指标来指导建立资源和社会条件的
详细目录
 用详细目录数据使人们更好理解保护区的限
制和机会
 绘制详细目录图来建立指标情况（地理位置
和条件）
 通过如第 4 步来设置目录而不是像通常的第
二步，规划者可以防止收集到不必要的数据并确
保所收集到的数据是有用的
 判别每一个被认为需要的或者可以接受的利
用机会等级指标的条件范围
 用可衡量的条款来定义条件，以代表最大可
能被接受的条件（限制）
 确保条件是可达到的也是现实的
这个步骤识别了利用机会等级配置的替代方案：
 识别不同类型/方位/时限的替代方案，利用第
一到第四步来摸索不同的利用机会等级是如何适
应各种利益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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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标的评论
 鼓励对自然资源
基础，如何管理资源
的基本概念，集中精
力于基本管理事件的
更好地理解

 确定利用机会等
级（或分区），以提
供保护区多样性条件
的定义方法

 指标对可接受变
化的范围方法相当重
要，因为这些条件是
群体对利用机会等级
总体条件的反映，也
是详细目录的指导

 众所周知，详细
目录的数据被映射到
指标的条件和方位
上。帮助管理人员建
立符合实际的标准，
在以后可以用于评估
各种选择的结果
 为建立一个显著
的、多样的保护区设
置提供基础，用来定
义“可接受变化的范
围”
 提供这个地区管
理的替代方案，以最
好地满足各种需要、
利益和关注的问题

6 保护区对旅游挑战的管理

步骤

指南

7. 确 认 每 个  分析每种替代方案的成本和利润

关于目标的评论

与利益的分析

所采取的管理行为类型

这个规划主要有 3 个特点：

 这个步骤包括了

替代方案的管  判别要达到预想情况（直接的或者间接的） 对每种替代方案成本
理行为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1）规定建立 4 个利用机会等级（分区）来维护荒野的特性，根
据实际情况寻找娱乐使用和人类影响间的平衡。
（2）确定了指标变量—— 通过监控确保环境条件仍然可以接受，

 与管理人员、利益相关者和公众一起评估替
8. 评 估 和 选
用适合的替代
方案

并且用来监测措施的有效性，这些措施用于控制或减少人类的影响。每

代方案的成本和利益
 检查每种替代方案对发生事故的反映

 采用多数人的意

 清楚说明考虑的因素和这些因素在决策过程 见，选出最好的方案

个指标都存在可衡量的标准，显示什么样的变化范围是每个分区可接受
的自然基线。

中的重要性

（3）依据社会可接受性明确了每个分区的管理行为。这给管理者

 选用一个首选方案

提供了一个可选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决定什么样的管理行动来控制游客

 制定实施规划的活动、成本、时限和责任
 制定一个监测计划，重点放在第三步提出的  确保管理策略及

影响是最能够被接受的。这个过程鼓励最少干扰的管理行为。

时实施和调整。监测

于是分区为管理人类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框架。每个分区的生物物理

9. 实施和监控  把指标的情况与标准情形比较，评估管理活 确保管理的效益被了

化学、社会和管理方面都设定了可接受条件。利用机会等级代表了一系

解。如果监测发现问

列负面影响的允许程度，利用机会等级 I 区域最为原始，而利用机会等

指标上
动的成效

 如果实施的效果与标准不一致，就必须采取 题，就必须采取行动

级 IV 则相反。（参考下面表格）

新的管理措施以增强管理的力度

Bob Marshall 野生动物综合区里采用可接受变化范围方法的利用机会等级
专栏 6.2

美国蒙大拿州 Bob Marshall 荒野区：一个采用可接受变化

分区

范围方法管理野生动物的例子

Bob Marshall 荒野区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 Ib 类保护区，里面不允
许居民进住。比如在 II 类、III 类和 V 类保护区采用可接受变化范围的

等级 1

方法时，就得允许在保护区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设施和使用方式。

Bob Marshall 荒野区位于蒙大拿州中部，依据 1964 年的荒野法规
定由美国森林署（USFS）管理。这里主要由 600 000 hm2 森林组成，每

等级 2

年从 6 月到 11 月大约吸引游客 25 000 人次。六月到九月只能是徒步旅
行和骑马的短途旅行。秋天，主要供大型打猎游动使用。
等级 3

等4

生物物理化学的  大致未更改自然环境。环境情况可能受到使用者影
响，特别是旅行路线，沿河走廊、沙滩和入口的地方
社会的
 中等以下隔绝，经常遇到使用者。经常与环境相互
影响，具有中等以下的挑战和冒险

业研究小组，使得公众持续地参与规划。这个过程花了 5 年的时间。可
接受变化范围方法致力于研究对荒野、生物物理化学和社会条件多大的
改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设计一个能融合对荒野的各种看法的公
众参与方法，参与者能开展一系列的管理行动来减少和控制人类对保护
区的影响，使其能够达到必要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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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生物物理化学的  未更改自然环境。一些自然的过程受到游客影响中
等的环境影响，经常由旅游的路线和地点带来的
社会的
 中等隔绝，中等以下频率遇到使用者，给独立依靠
自己的人提供中等的机会
管理的
 强调提高自然生态环境。例行联系游客，与地区外
相通（例如小路起点或边界的门）

1982 年，美国森林署着手制定一个基于可接受变化范围方法的规
划。通过组建包括公众、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专

设置

生物物理化学的  未更改自然环境，环境影响最小
社会的
 隔绝和孤立，没有明显的人类行踪。极少遇到使用者，
给有丰富户外技能的人提供较多越野旅行
管理的
 重点强调提高自然生态环境。尽可能少直接管理游客。
与地区外相通（例如小路起点或边界的门）
生物物理化学的  未更改自然环境，环境影响不大
社会的
 高度隔离。极少遇到使用者，给独立依靠自己的人提
供良好的机会
管理的
 与地区外相通（例如小路起点或边界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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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Fiordland 国家公园内公路

7 游客管理方法

7.1 策略与措施工具箱
本章主要关注公园已建景点的管理和对在建的各种层次的景

道路和其它交通设施是决定公园旅游开发选址和利用水平的关键因素。

点予以适当的干预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达国家管理良好

© Paul F. J. Eagles

的保护区经常接待大量的游客，但新建的保护区需要努力吸引更
多游客。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经常依靠旅游收入的保护区，

表 7.1 为列出了一份可用于管理游客量和处理高强度旅游利用

游客数量太少，由此产生的收入不足以为公园提供足够的运行经

的策略和选择的清单。这些和其它方法将在本章的其它部分展开。

费。因此，一些保护区处理大量游客的问题时，通常需要采取其
表 7.1

它策略以吸引他们去其它区域。
在管理人员的安排中有大量的策略用来处理公园旅游的影

策略

的这些策略的主要方面如下：

管理措施和技术
1．限制整个保护区内的游客数量

响。他们的选择受到相关立法或管理政策的限制，由管理策略的
有效性、适当性和资源特色所决定。控制、影响和转移游客影响

高水平利用的管理策略和措施

2．限制停留时间
1．减少整个保护 3．鼓励其它区域的使用
区的使用

粗略概括有 4 个策略方式能用于减轻保护区内游客的负面

4．要求一定的技能和或装备
5．加大散客的收费
6．增大游客接近荒野地的难度

影响：

1．介绍问题区域存在的问题及替代区域的情况

1．对旅游或游客游览的机会的供应状况进行管理，即通过

2．不鼓励或禁止使用存在问题的区域

增加可利用空间或时间来实现更多用途；

3．限制存在问题的区域的游客数量

2．控制游览的需求，即限制停留时间、总人数或游览方式；

2．减少存在问题

3．对资源易接近性进行管理，即增加到达景点或特定位置

区域的使用

的难度或新建设施；

4．鼓励／要求游客在问题区域限制停留时间
5．增大游客接近该区域的难易度
6．清除存在问题区域的设施和景点及改善替代区域的设施和景点
7．鼓励“无痕迹”旅行

4．对有环境影响的用途进行管理，即通过修改使用方式分

8．要求有特殊的设备或技术
9．对不同游客收取不同费用

散或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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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管理措施和技术

1．不鼓励／禁止宿营／骑马
2．鼓励／允许在适当区域宿营／骑马
3．改变使用方式 3．在承受力强的位置修建设施
和游客行为
4．通过设施的设计或信息来集中使用
5．不鼓励／禁止无痕迹旅游
6．分散不同类型的游客
1．鼓励旅游淡季的使用
4．改变使用时间 2．在潜在环境影响较高的情况下不鼓励／禁止使用
3．增加旅游旺季／潜在环境影响较高时期的费用
1．不鼓励／禁止破坏性的行为／装备
2．鼓励／要求有适当的表现、技能和装备
3．进行环境伦理教育
5．改变游客的期
4．鼓励／要求游客有一定规模和／或限制马匹数量
望值
5．不鼓励／禁止马匹
6．不鼓励／禁止宠物
7．不鼓励／禁止过夜旅游
6 ． 改 变 游 客 的 1．告知游客适当的荒野地／保护区使用方式
期望
2．告知游客在荒野地／保护区内的潜在风险
7．增强资源的抗 1．保护该区域使之免受影响
干扰性
2．改善该区域条件
8．资源的保持／ 1．消除问题
修复
2．保持／修复受影响的区域
来源：Manning，1979；Cole et al.，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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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频率：使用限制通常用于荒野地徒步旅行、独木舟划行
和名胜古迹浏览。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旅游限制方式的使用越
来越普遍。
益处：使用限制保持使用量在预计的水平上，有效控制了由
于迅速增长的或过多的旅游使用时带来的生物物理和社会影响。
代价：使用限制容易产生争论，特别是在管理人员如何执行
限制方面。因此作出使用限制决定的过程是关键的。限制进入某
一区域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这一代价可能会极为昂贵，特别
是在执行初期。

7.1.2 团体规模限制
定义：
团体规模限制是指限制一组游客或一起旅行的游客的最大
人数。
示例：


在经济落后地区，限制营地内一起宿营的人数；



限制被允许在珊瑚礁潜泳的团队规模。

使用频率：团体规模限制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分散性娱乐
和保护区的较远区域里经常使用。

下一节讨论的是保护区管理人员使用的一些管理游客的关键
方法。

益处：较大的团体规模容易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生物物理影
响，团体规模限制能够降低这些影响。

7.1.1 季节性或暂时性限制使用

代价：这种方式限定了较大团体进入的区域，代价是隐性的。
旅游组织者可能不会欢迎这种强加的限制。执行的管理性费用和

定义：使用限制是指对进入保护区的人数进行直接限制。

宣传教育费用会比较高。

示例：


当所有的宿营地都已住满时，不再允许其它人进入；



为限制白天游客的数量，管理人员可以规定停车场的



7.1.3 娱乐场所的预先布置
定义：预先布置（通过预先注册或预定）包括对于个人或团

大小；

体在进行某一娱乐区域前安排好每个人的位置，更像在飞机上预

当公共交通是主要的交通方式时，可以对公共汽车数

定座位。

量、船只大小或火车次数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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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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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减少内部竞争。这项技术可以知道超过预定时间但仍肯定



预订一个宿营地；

要来的游客数量，通过预定知道旅游需求量，管理人员能够适当



预订进入一个名胜古迹。

的安排职员、供应和设备。绝大多数公园游客都高度赞赏这种预

使用频率：这种方法在汽车宿营、经济落后地区宿营地、河

先注册的方式。

流附近区域和长途旅行路线旅游中越普遍。当旅游需求量极大

代价：在进行预先登记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管理费用，收

时，游客和管理人员都希望采取预定注册方式。预定注册的使用

费经常用于弥补这些开销。这种方法要求所用潜在的游客知道预

方法是个工作量较大的事务性工作，管理机构可以使用电话、信

先登记的规则和程序，因此对于国外游客存在些问题，它假定所

件和正在增长的互联网。初次预定注册和旅行的时间间隔一般不

有游客都会遵守且有限度的偶尔违反规则。

超过 6 个月。

7.1.4 区域封闭
定义：区域封闭包括在特定区域禁止所有或部分类型的旅游

Fox 冰川，新西兰西部国家公园

使用方式。
示例：


禁止在公园的指定位置宿营；



只允许特定位置宿营；



关闭该区域所有的娱乐活动；



在进入该区域前需要得到允许；



在地表水一定距离以内禁止宿营。

使用频率：区域封闭在历史古迹、博物馆和其它高强度使用
区域，如高海拔区域附近的游客中心。区域封闭经常应用于保护
区的环境敏感区域、野生动植物聚集区或濒危物种生境附近。通
常由于区域封闭游客只被允许在部分季节进行旅游，但是假如这
里的景观是十分吸引人且鼓励旅游，这样可能会有负作用。
益处：一旦执行了区域封闭，所有当地的人类直接影响和负
面影响都被消除。
代价：该方法限制游客自由，它需要得到解释和认真执行。
让人震撼的自然现象，这样的冰川吸引着人们涉足危险地带

7.1.5 限制火的使用

© Paul F. J. Eagles

定义：用火限制旨在减少用火带来的可见的影响和对生物的
益处：该方法适合在拥有著名景色且容量有限的区域使用，
107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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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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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停留时间的限制



完全禁止用火；



只允许在指定位置用火；



某些类型的用火禁止（即在林地或就地收集薪材）
；



在高海拔情况下，只允许使用以燃气为燃料的炉子用火。

使用频率：用火限制经常在经济发达地区中使用，而在经济
落后地区中较少使用，在高度火险期也会偶尔执行用火禁止。

定义：停留时间对个体或团体时间设定了允许停留在某一娱
乐区域的时间。
示例：


任何人不允许过夜；



任何人在任一地方停留不允许超过三个晚上。

益处：该方法显著减少了野火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减少了薪

使用频率：停留时间的限制经常在供不应求的区域使用，沿

材的使用，减少了由于收集木材带来的生态影响，宿营用火的薪

着线形的旅游线路上（如遗迹和河流），使用者必须每晚更换宿

材销售可以为公园带来一定可观的收入。

营地，从而保持人流不断地通过该区域。

代价：禁止用火的代价包括与宿营用火相关的经验值的实行
和损失。一些公园应得到法律授权，能对引发野火的游客进行处
罚。假如禁止收集木材，但允许用火，管理人员应该提供可利用
的一些木材替代物。

益处：增加更多游客到达该区域的机会。
代价：该方法减少了游客对该区域更长时间游览的机会，且
会产生执行和管理费用。

7.1.8 技术要求

7.1.6 对特殊团体的限制

定义：技术要求指出于季节或安全原因规定旅游者必须带有

定义：禁止某些特殊团体进入。
示例：

特殊装备。
示例：



携带一定装备（即枪支、交通工具）的团体；



游客必须准备使用燃气炉烹饪（即不使用木材）
；



计划进行一定活动的团体，如徒步横渡旷野的竞赛或



游客必须准备个人废物处理（即便携式厕所）
；

打猎。



游客必须有适当的安全装备。

使用频率：几乎所有的国家公园和其它娱乐区域都对一些团

使用频率：在特定区域（如干净的水体和其它荒野区）应用

体类型进行限制。摩托化和机械化运输工具的使用是最普遍被禁

得越来越普遍，要求一定水平的装备和供应。例如，一些荒野公

止的，如动力艇、所有的地面交通工具和自行车。一些经济落后

园禁止瓶子和金属罐，这样有效地要求所有的供应物必须使用可

地区禁止使用马匹。

燃容器携带，从而减少了垃圾数量；一些保护区要求所有的徒步

益处：能显著地减少生物物理影响和游客意见；增加获准进
入游客的安全和满意度。

旅行者携带遥感设备便于迷路时更为容易的得到营救。
益处：该方法减少了生物物理影响，增加了安全性。

代价：减少一些游客的自由和可到达区域，管理人员应该提
供关于限制的信息并执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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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设备可能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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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不受欢迎的视觉侵害。

7.1.9 旅行日程表
定义：旅行日程表包括单一团体在游览区域的时间和景点安排。

警告指示牌，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美国

示例：


河流上木筏启动的时间安排；



团体博物学家对野生生物聚集地的游览；



观赏历史古迹，宣传教育的电影和表演的时间安排。

使用频率：旅行日程表在经济发达地区内涉及历史资源和游
客中心的情况下普遍应用。它偶尔应用于洁净河流，特别是与宿
营地安排相关时。对于在某些时间内易受游客干扰的敏感野生生
物是恰当的。
益处：旅行日程表能减少拥挤；提供独居机会；便于解释说
明；减少有限空间的竞争。该方法可使管理更为容易，因为它会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且可预测的旅客流。
代价：旅客失去了选择时间地点游览的自由，还会有管理人
员日程表和许多的成本，游览的个人费用较高。

7.1.10 障碍

对公园游客产生高度生命风险时需要积极的风险管理，包括要有充足的信息。
© Paui.F. J. Eagles
皇家 Albatross 中心，新西兰

定义：障碍指阻止游客移动精心设置的阻碍。
示例：


为阻止人们进入珍稀动物繁育区的篱笆；



阻止人们走进敏感湿地而设置的沟渠；



还有阻止交通工具进入草地设置的较低的阻碍物。

使用频率：该方法应用在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在经济落
后地区不太普遍。不是所有的障碍都要求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公
园设施的设计考虑到建筑物的有效性而不是突出的障碍。
益处：可减少游客影响，减少破坏行为，有效地使人们通过
该区域。
代价：代价包括降低了游客步行或驾车去他们想去区域的自

很多公园的游客中心是游客宣传教育计划非常有效的组成部分。

由，增加了建设费用、维护费用和执行费用。设计不佳的障碍会

© Paui.F.J.Ea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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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客能注意到的地方。他们必须适合游客的语言、教育层次。

7.1.11 加固景点

使用互联网是以非常低的成本将信息广泛传播的经济有效的方

定义：加固景点包括增加设施，建设景区小道和道路以减轻
游客对敏感土壤和植被的影响，有利于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

式。当公园不提供自己的信息时，就会有其它人或公司提供不准
确或误导信息的风险。

示例：


加固地表材料以减轻小道的水土流失；



且加固道路上部表面。

在澳洲大堡礁珊瑚礁海底公园进行游客宣传

使用频率：该方法广泛应用于不适宜脚踏和车碾的自然地
表，它在经济落后地区中极少应用。
益处：加固地表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减少维护费用。
代价：该方法相对较贵，假如使用错误材料可能会对植物造
成严重损害。特别在管理计划中定义为自然地带的区域，石子路
和其它加固地表的方式是不适宜的。

7.1.12 公园信息（参见 7.5 节）
定义：公园信息包括向游客提供关于公园、生物、地理位置、
游客设施分布、法规制度和适当行为等方面的信息、情况和建议。

有效的宣传活动使游客乐意学习和受教育 © Paul F.J. Eagles

示例：


宣传手册、图书、地图等；



网络、当地电台；



标识信息点；



游客中心；

客提供信息。所以宣传比罗列资料事实更为重要（见信息），但需



互联网站和面对面的提供建议。

要将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游客理解并欣赏公园的价值所在。

7.1.13 宣传（参见 7.5 节）
定义：宣传包括激发游客更多地学习并更加欣赏公园，并为游

使用频率：公园信息的交流是普遍应用的。几乎所有的保护

示例：

区或多或少都有关于该地某些特色的信息材料。经费不足的公园



自然小道和路边标识；

经常依靠私有部门旅游机构提供大部分信息。



野外指南、道路手册和地图；



有导游的步行和旅行；



互动表演，宣教中心。

益处：有助于告诉游客公园位置和景观特色，引导更多游客
采取适当的行为以减轻环境影响，给予游客更为满意的参观。
代价：某些形式的信息提供是非常昂贵的，有人事、打印、

使用频率：在富裕的国家，许多保护区提供一定类型的宣传

表演费用。信息并不总是有效，手册、标记和其它信息必须放置

资料。在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管理者极少有现代化宣传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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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益处：有效的宣传计划的首要益处是赢得游客对保护区的理



进行佩戴水肺的潜水必须获得使用海洋保护区的许可；

解和欣赏，这反过来减轻了游客影响，且为公园提供了更多的公



生态旅游领队有技能资格认证；

众支持。



且保护区旅游必须由一位合格的当地导游陪同。

代价：宣传费用依据宣传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宣传手册相对

使用频率：对高风险活动要求有专业资格是普遍的，例如深

廉价，而大型宣教中心的建设和运行费用是极高的，尽管很流行。

海潜泳或登山。对于商业活动中，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也通常需

到保护区的游客通过购买旅行计划或材料为宣传付费。导游服务

要资格。一些非洲狩猎公园允许游客在合格导游陪伴下，乘坐专

在许多保护区是一项重要的就业资源。

用交通工具观看狩猎，徒步旅行只有在一名武装护卫陪同时才被

7.1.14 价格差异（参见 7.4 节）

允许。
益处：该方法的保护区管理人员极具吸引力。只有受过必要

定义：价格差异指对同一娱乐机会设置两种或更多价格。

训练、拥有适当装备和团队合作的人中才被允许进入，它可以增

示例：

加用于培训和导游的就业。当游客掌握技巧更加熟练时，他们会



在高峰假期时更高的收费；

尽量地减轻对保护区的威胁并减少对保护区职员时间的要求。当



根据住处的位置或朝向收费不同；

旅游部门人员如导游得到许可时，管理人员应该对旅游业者进行



对儿童及退休老人打折优惠；

附加管理。获得资格的旅游业者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主要



进入公园不同的收费，国外游客比国内游客付更多的

的好处是有较高的安全性，更少的搜寻和营救费用。

费用。
使用频率：大多数公园系统使用各种形式的价格差异，这综

7.1.16 旅游营销

合了社会公正因素（即对极少数特权团体采用不同收费比率）、

定义：营销是指为满足人们需求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市场反映（即需求增加时价格上涨）和管理策略（即有利于重新

示例：

定位游客压力）
。



提供给旅游者的网站信息；



简化旅游手续；



通过与国内旅游机构的协议推动保护区旅游。

益处：不同的价格能促进旅游使用程度的再分配。在需求高
峰期间达到社会目标且使收入最大化。
代价：价格差异政策对于管理人员更加复杂，可能会给职员
和客人带来疑惑，当使用原因未能清楚说明会导致不满。

使用频率：这对于保护区培育旅游市场是极为重要的，可以
吸引对保护区环境和服务有兴趣的游客。然而保护区管理人员很
少使用专业的营销方式来培育适当的旅游市场。情况正在发生变

7.1.15 游客或旅游机构资格

化，管理人员逐渐理解营销并通过公园内的旅游部门训练职员。

定义：游客或旅游机构资格指只允许获得一定资格的游客或

最好的方法是目标性营销（即寻找最适当使用保护区内资源、服
务及产品的部分人群）。保护区管理人员也可以考虑“反营销”，

旅游机构进入。

即通过减少促销活动或推动替代区域旅游，努力说服潜在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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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去其它地方。某一系统的一些公园鼓励游客去参观同一系统

分区有以下几个益处：

的其它公园。

1．分区的过程有助于管理人员、决策者、游客和当地社区

益处：当游客感兴趣并赞同公园的管理政策会带来更多收
益。当游客配合保护区的环境和服务时可以减少矛盾发生。
代价：保护区管理应该有针对性地去了解游客的特点、希望
和需求，研究和广告费用会比较高。

理解公园价值所在；
2．分区源于建立可接受的人类影响的标准，有助于控制不
可预见影响的扩散；
3．分区对保护区内及周边区域不同娱乐和旅游机会的本质
和分布有了更好的理解。
分区应该应用于保护区的所有活动，保护其它土地的利用，

7.2 保护区分区

当然包括娱乐和旅游。分区及其政策应该包含在保护区管理计划
保护区管理人员会面对集中或分散娱乐用途的战略选择。通

中，并按此指南指导该区域管理。

常分散策略用于减少一个较小区域或几个区域的负面影响，这对

对于旅游，分区涉及到在何处提供何种类型娱乐机会的选

生物物理放松十分有效，使之回归到相对平静状态。但是在非常

择。例如，是否应大力发展区域特色？是否应该在其它地方提

敏感位置采用该策略不是有效的，甚至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毁灭性

供更多基础条件，要求一定的生存技能。典型的分区类型基于

影响。集中策略将娱乐用途集中在较小区域内进行高度管理，从

娱乐方式和影响程度。这当然需要有正确的信息，它依赖于与

而限制负面影响。尽管他们分布会更加密集，由于在较小区域内

之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功能及敏感性、现有及潜在的游客经历的

应用集中策略，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游客随意到保护区的其它部分。

机会和影响。

分区是用来安置游客最主要的方法。因此实现集中和分散策

在考虑分区时，有效的工作框架包括娱乐机会分析（ROS 见

略的适当组合是极其关键的，它为特定水平和一定强度的人类活

6.3.1）（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和娱乐机会分析（TOS）（在澳大利

动及保护需要分配地理区域。典型地，通常有一系列的空间地带

亚发展起来的）
。ROS 和 TOS 均在大尺度范围操作，涉及所有景

可以适应不同的人类活动强度（并由此发展起来）。一方面是已

观，超出分类 I 和 IV 的保护区范围。尽管这些区域可能超越了

建区域，如服务中心或专为旅游提供的保护性景观、村庄或城镇；

保护区管理人员的管理范围，但管理人员的每一活动都应适应更

另一方面是遥远区域，甚至是完全没有开发的荒野地。

大的娱乐和旅游计划。

分区也可以是暂时的，即在一天、一周或一季内的不同时间
为了不同用途来安排某一区域分区需两个步骤：
1．描述性步骤，以识别重要价值和娱乐机会。它要求提供
一份关于资源特色和娱乐机会类型的目录。

许多公园机构有标准化的分区工作框架，并将其应用于本
系统的所有保护区。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分区系统是依据生态系
统和文化资源保护要求来划分陆地和水体的统一方式（表 7.2）
每一分区考虑到大量旅游机会时容纳游客的适宜性和可行性。

2．定位（规定、常规）步骤，对在保护区内应该提供何种

该结果是特定区域应用政策指向的框架，如资源管理、适当的

娱乐机会和价值做出决定。这涉及到管理人员、执行者、游客和

活动和研究的政策。因此，分区为管理人员和游客指明了适当

其它利益相关者，共同来决定何时何地应保护什么，提供什么设

的活动。专栏 7.1 是在一特定保护区应用分区理论的实际案例

施，开展什么计划。

（表 7.2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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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岩流，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美国

夏威夷持续的火山岩浆流吸引了无数游客，这是十分危险的。
管理人员必须应对这种高风险 © Paul F.J. Eagles

专栏 7.1

Saguenay_St.Lawrence 国家海洋公园、魁北克、加拿大，一

加拿大公园分区系统摘要

个海洋公园应用标准分区系统的事例

1990 年 4 月，加拿大和魁北克政府签署协议，在 Saguenay 河与 St.
Lawrence 三角洲交汇处建立海洋公园，协议约定：两级政府保留对该
地的司法管辖权，共同促进保护。管理计划确定双方政府的目标，通过
包括公众在内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该区域，为公园建立和管理准备联邦
和省级的补充办法。
加拿大 Saguenay Fjord 和 St. Lawrence 三角洲国家海洋保护区包含
一系列散布在 St. Lawrence 河 80 个公园沿岸的岛屿。每一个岛屿都有
明确的安排，包含船坞、列车、宿营设施、划船、宣传表演和日间使用
区域。该公园管理着如表 7.2 中描述的五类分区中的四类。
其中有九个特别保护区域专门保护代表该群岛地区的自然和文化遗
产资源的地点，荒野地（分类 2）对于 St. Lawrence 群岛不是一个适当
的分区类型。因为公园只有 869 hm2，而荒野区需要 2 000 hm2 或更多
的陆地面积。实际上，它是加拿大最小的国家公园。
还有许多区域划分为保护区（分类 3）。它为通过低密度户外活动
的旅客提供适当的设施和服务及其各种体验公园自然价值的机会。这些
设施包括野餐区、基本宿营地、列车、导游人员、卫生间和码头。
娱乐区（分类 4）提供户外娱乐和相应设施，该区允许各类游客使用。
公园中最小保护分区是分区 5-公园服务区。该区是发挥游客服务、
支持设施和管理运作公园的行政功能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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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保护区、社区、政府之外的其它交通机构开展合作。

7.3 交通管理

道路等级：不同等级的道路网络（有适当的指示）
，依据不同的道路
使用者（即交通优先者、度假交通者）来鼓励他们使用最为合适的道路。

在 5.3 节中已提到保护区内的交通是一项复杂的挑战。通过

技术：计算机屏幕显示在核心地点的公共交通网络（和等待时间）。

分区可以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些解决方法。例如管理计划内的分区
政策，应该同时指出交通事项，如：


规定监督管理公园交通工具的数量、类型和速度；



在保护区内允许使用公共交通；



禁止交通工具上路的走廊带，船只和飞行器应离开；



行动开始的时间。

7.4 通过价格来管理游客
正如 7.1.14 节中简略提到的，对游客收费能实现很多管理目
标，例如包括：赢利，减少使用量，增加使用量，使游客在替代

所有这些都要求适当的立法法规和政策。

时间到替代区域游览，赢得尊敬或采取不同收费达到期望的社会

许多工具可用于管理交通，专栏 7.2 介绍了许多在大量保护

目的，如帮助当地居民或鼓励社会弱势群体使用保护区。
高收费被用来降低访问，减少拥挤和敏感区域的生态危害，费

区内使用的方法。

用可以用于将游客分散，避免集中在高度利用区域（热门景点）或
专栏 7.2

保护区内使用的交通/游客管理技术

高峰时间，例如，在 Tasmania，每当假期时，国家公园门票费用更

道路封闭：一年中部分时间禁止交通工具。

高（12∶5 澳元/每人；30∶9 澳元/每车）
，类似的，在美国，White River

完全公共交通运送：在特定地点，所有游客必须使用公共交通，这

国家森林在周末对越野滑雪和滑雪车收费 5 美元/每人，而在平时
只有 2 美元（Lindberg，2001）
。人们通常愿意购买物有所值的东

可以包括公园内的员工。
部分公共交通运送：一些游客（部分或那些去某公园目的地的游客）
可能使用公共交通。

西，一些公园发现他们在说服人们来游玩之前不得不增加宣传的
费用。这表明人们不确定有合适的旅游项目收费，直到确定收费

选择性公共交通运送：鼓励游客使用区间车或公共交通系统，但非
强制性，采取一些吸引方式，即免费导游为公共交通使用者。
特别使用费：公共交通收费有时已加入到公园门票费用之中或作为
一项特别收费来确认。
专门运轨工具：在特定环境下使用，例如具有历史意义的铁路、航
班车或载客小艇。
限制交通类型：如一些湖泊禁止一切机动船。
教育信息：通过标志、展览和推荐的表现告知公园内人类交通的潜

是合理的。
经验表明，适度的费用通常对于公园游览没有明显的影响。
然而，应该监控对游客增加费用的影响并必要时适当进行改变
——换句话说，采取一种适应型管理方法。
假如到保护区的门票费用占整个旅游费用的大部分时，人们
会推迟游览，代之去其它地方。如当地游客没有足够钱支付他们的
开支，或费用十分巨大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游览目的地的
开支只是整个游行费用的一小部分的话，费用只是很小的影响。在

在影响。
统一的系统：包含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统和旅游（即依据汽车时刻表

拥有大量来自其它富裕国家游客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区，这种情况对
于管理人员而言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并考虑的事情。

来指导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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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游客游览管制

的。当公园游客看到收费被用于提供一项产品或服务时，他们会
更加乐意支付。

通常游客游览管制方法可以选择直接管制措施与直接措施与

对费用改变的通告不充分是旅游业所普遍关注的事，因为决
策者希望将开展新业务的费用加入到旅游整体价格之中，而该价
格是在转变前一年或二年就建立的。

间接措施结合两种策略。
游客行为的直接管制依靠法律约束，因此它需要立法机关颁
布适当法规给予违反者一定处罚。管制的执行依赖强有力的政
策，或管理人员可以决定违反法规是对游客进行教育的一种机

Glass bottom 船，大堡礁海洋公园，澳大利亚

会。此外，法规执行是重要的，假如不去执行，管理人员会丧失
信任度和被人轻视。
毁损的小道，Hohe Tauern 国家公园，澳大利亚

游客管理中为游客提供有效安全的旅游交通及解说导游
是十分重要的 © Paul F. J. Eagles

Lindberg（2001）报道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当局决定对商业
旅游的游客增加环境维持费，旅游业强烈反对，政府也不予支持。
首先计划增加的幅度是个问题（从 1 澳元到 6 澳元）
，其次还有
时间。它不允许决策者将此项收费加入到至少提前一年预售的旅
游费用之中。旅游业普遍实行的是在价格增加通告前 18 个月不
应增加费用。
负责收费的职员也应该向游客告知、宣传，这样可以起到教
育和其它的作用，这是极其重要的，特别当收费用于管理机构则
更为必要。职员在任何与公众接触的机会时都应尽力告知游客该
费用或收费的目的。

小道毁坏到何种程度是可接受的？什么程序能恰当决定可接受改变的限度？
© Paul F. J. e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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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劝说其它利益相关者为保护区的利益参加进
直接措施包括设计特定内容来引导但非强迫游客朝着期望方

来，正如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

向上去。自然小道经常是直接性的方式，它们的布局，小道的路
面准备，用标志来引导游客，同时谨慎地规劝人们返回正途。在

机构影响利益相关者、合作者、公众
（即合作制定指导法规或指南）

前一节描述的许多方法可用于此。
间接措施目的是使游客了解，但让游客来决定他该去何处去

机构管制其它方面
（即允许在一定区域运作）

做何事。该策略基于使用信息解说宣传和各种学习机会（见下节）
等间接措施，从而促使游客采纳和采用期望的行为。间接措施的

机构的运作
（即设计标准）
直接

有效程度依靠旅游业者的合作、教育的总水平、游客的其它特点，
还有为特定信息选择适宜的交流媒体。
当然实际上保护区普遍使用综合直接管制、直接措施和间接

间接

措施的方式。许多管理人员首先应用间接或直接措施来管理大多
数游客，当失败后再采取法规管理。

影响

表 7.3 列出一系列需要采取管理行动的问题，并分析了仅仅
基于信息和教育的见解措施策略对它们的影响。
表 7.3

非法行动

使用信息和教育来协助解决管理问题
例子

捕鱼、鸟或其它野生动物，在荒野地使用机

未留心的行动

垃圾、其它活动的噪声

经验不足的行动 当潜泳时接触到珊瑚，选择不适宜的宿营地
未告知的行动

信息和教育潜
在有效性
低

动车辆

不可避免的行动 人体废物、宿营地地衣植被的破坏

船只距海洋动物过近，收集病死木作薪材

旅游活动中保护区管理人员影响球状示意图

来源：Wight，2002b

低
中

教育有效 性的增长

问题类型

图 7.1

高
非常高

来源：修改自 Manning 和 Lime，2000.

实施行规、宪章和认证计划中应说明志愿捐助活动安排，与
旅游和保护区相关的有以下几种：
1．标准设置和认证体系，应用于旅游设施或提供商的，绿
色环球 21 计划就是这样一个体系，另一个在专栏 7.3 中描述。
2．对保护区内旅游采用通过准则的宪章，欧洲有这种地区
的例子，在附录 E 中描述的，保护区内可持续旅游欧洲宪章，通
过自身发展正进入一个类型的计划。
3．应用于保护区的设立标准和认证体系确保该地景观和娱

在保护区机构和合作者之间开展志愿活动是普遍应用的，可
以激发保护区管理人员的创造力或对保护区有兴趣的特定团体。
使用志愿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成功需要其它利益相关者的

乐处于适当管理之下，另一个欧洲地区系统的例子在下面的专栏
7.4 中说明。
4．对游客的建议性法规，它明确了保护区内应有的表现行为。

良好理解，因此保护区管理人员和职员应该培养交流和谈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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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了，例如有待解决的事务包括：团队宿营
地的选择以及确认保持荒野特征和游客体验的适当装备服务，然而，合

Pacific Rim 国家公园保留地位于 British Columbia，Vancouver 岛的

作有：

西海岸，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沙滩、群岛、过熟型海岸。有温带雨林

1．管理机构和旅游业者之间的普遍合作；

和著名的群岛景点，它的领域包括海洋部分，大约 155 km ，然而，

2．培养游客服从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观赏和行为规划；

在该区域管理人员对海洋旅游事务几乎没有管辖权，尽管有公园保留

3．启动旅游业者和保护区管理人员的例行信息交换；

地的法律地位，他们只能提供生态旅游及对其它商业机构提供建议和

4．培养管理人员和旅游业者之间的尊敬

2

导则。
管理人员的主要目标是为旅游业制订导则，特别是商业机构，他们
协助管理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野生生物，管理挑战包括：

1．旅游业者不断地推动更多人进入公园保留地或管理机构对公园
不适当的考虑

专栏 7.4

PAN 公园，欧洲

在 WWF 的鼓励下，PAN（保护区网络）公园于 1997 年开始形成，
其主要思想是：在欧洲范围架起自然保护和旅游业的桥梁（ Hogan ，

2000）。目的旨在通过旅游业将经济价值引入欧洲的自然保护中，至 2001

2．一些旅游业者不愿意适应改变或接受由于旨在加强保护的公园
建立

年，17 个保护区网络成员公园得到承认，他们满足一定的约定标准、
准则和要求。在理解过度旅游会破坏保护区后，PAN 公园合作者通过

3．公园管理资源（资金、职员、时间）的不足

一项决定：作为 PAN 公园的面积应不小于 25 000 hm2，且有 10 000 hm2

4．淡季时不断增长的游客压力

作为核心区，“禁止游客进入且免于管理干扰。”

5．让所有的参与者处于同样的管理规划基础上（费用、路程、时

网址：//www.panparks.org.

间、承诺）
管理人员决定要采取合作方式来展开活动，从而影响旅游利益相关
者的活动，解决并防止潜在问题。职员与海洋公园决策者一起工作制定
出一部自律导则，因为该区域被公认为是脆弱的、唯一的生态敏感区，
编制该导则的目的是为必要的生境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为海洋高潮或低
潮时减少对鲸鱼进食的干扰，制定导则是为了：

1．欣赏海岸线野生动物

7.6 信息和解说
潜在的和已有的公园游客经常需要信息，从简单的信息如
公园位置、开放时间和收费到更为复杂的关于文化历史、当地

2．观赏海岛

生态学的解说、宣传。在培养游客理解和欣赏方面，解说和教

3．观赏海豹和海狮

育远远超过简单信息。解说有三个基本目标——促进管理目标

4．观赏捕鲸
5．观赏灰鲸/驼背鲸

实现，推动对管理机构的理解，改善对保护区的理解（见表 7.4）。

Pacific Rim 国家公园保留地导则（条例）不仅涵盖广义的野生动物

作为游客管理工具，宣传可以影响游客的行为，激发人类的需

观赏，还有与海洋生物观赏相关的细节方面，如：到达现场；观赏；离

要和情感。

开该地；远距离观赏；等待。自律要求导致整套与该地区关键敏感物种
和敏感生境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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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游客及其游客对资源影响进行管理的强有力支柱，它可以
表 7.4

宣传目标

目的
管理目的

内容

用来改变人的行为，使之与该地相适应，从而使环境和文化遗产
资源得到更好地保护和支持。

为游客提供管理政策方面的信息；指出允许的行为；对尽量减少
负面环境影响，扩大正面影响的行为进行鼓励

表 7.5

宣传方式

促进对管理机构的 有助于管理机构与公众建立良好关系；培养公众对保护区管理机
理解

构、职员数量、政策和管理的积极态度；帮助公园管理开展新政策

促进对公园的理解

技术

培养公众对公园文化、自然环境的认知、欣赏和理解；进一步提
高游客对公园体验的满意度

来源：Sharp， 1976.

内容
 公园职员或私人企业

人工
服务

 公园门口的信息服务台，小路起点和游客中心
 特别安排，如导游步行，宿营用火活动和剧场戏剧
 人工服务极其有效，能适应各种环境，但与每一位游客接触的费用十
分昂贵
 通过使用技术手段为游客提供信息

自从保护区的概念以现代形式第一次提出以来，许多作家、
诗人和画家对公园及其环境的意义作了各自的宣传，保护区管理

非人工

机构提供这样的宣传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初期，通过开展游客教

服务

育计划，多年来，进行宣传的保护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成熟，

保护区应该制定信息发布和宣传政策，目的在于满足游客和
管理人员的需求，许多保护区需要一个宣传计划来执行政策，表

 非人工服务效果不如人工服务好，不能较好地适应问题及改变的环境
 普通设施包括：游客中心、户外露天剧场、天然小路、信息栏、标识

支持性
活动

区。

音广播
 非人工服务与每一位游客接触的费用相对较低，且可使信息广泛传播

现在，许多保护区管理人员已经在为游客提供宣传材料方面非常
专业，而且许多游客对此有极高的期望，至少在那些经济发达地

 尽可能地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包括：展示、标志、电影、互联网和收

 通常的活动有：专业训练的宣传专家，媒体专家，专业的视听设备，
对计划的有效性评估
 许多宣传计划有公园职员、旅游导游和志愿者
 所有这些服务必须在一个综合性宣传计划中互相合作

来源：Sharp，1976.

7.5 列举了应该在准备计划时考虑的主要宣传方式。
游客在来之前需要一些基本信息，如保护区的情况、如何到

提供给游客的早期的宣传服务，只有极少的额外收入，而且

达、费用如何、公园的自然文化资源状况以及公园设施和旅游项

不对使用者征收费用。当公众对信息和教育的需求增长时，许多

目，预先设定适当的期望值是关键的，游客到达后知道自己能体

管理机构发现自己为提供全面的信息和宣传服务成本过高，于是

验到什么，保护区管理人员有责任帮助游客产生恰当的期望。

不再免费提供，所有这些服务都需要花钱，只有极少数管理机构

当人们一进入公园，他们的需要就变得更加具体和复杂了，
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可用到的资源和设施，允许或禁止哪些活动

能满足全部费用。当一些保护区削减宣传服务费时，还有一些可
以代替的其它方法，表 7.6 中列出几种。

及其安全事宜，当他们对该地区的理解加深后，游客会对它的自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一些宣传方式越

然环境和历史、所在保护区及其周边人们的文化、游客的责任更

来越成熟，当这成为向游客传播信息的有效方式时，许多人可以

加好奇。这就是宣传所要达到的要求，精心设计的宣传能给成千

在工作地点和家中接触信息，但还存在着下列风险：

上万的人带来更加完美的体验。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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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不太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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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5

Archaeolink Prehistory Park，苏格兰，英国：一个采用

技术手段帮助解决游客管理问题上的例子

2．设备需要额外保护（即防火、防水和防偷窃）
。

Archaeolink Prehistory Park 是苏格兰一个面积为 40 英亩（18ha）

3．它会增加电力需求，与绿色能源政策不一致。

的史前公园，是旅游胜地和教育基地，它在巨大土堆内有一个“地下”

4．设备维护需要一定技巧（正在欣赏精彩表演，电脑却不

宣教中心，室外部分采用 Pictish farmstead，罗马式样营地和山顶要塞，

工作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失望了）
。

室内部分包括互动式计算机教育工具。
计算机软件“ArchaeoQuest”为该地专门订做，有两大功能，浏览

表 7.6

信息和宣传管理方式

方式

内容
 由公园职员、当地社区、旅游业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基本

免费提供信息

信息，且不直接向消费者收费

和查询。浏览功能允许游客看该地区所有景点，地图上不同图标代表不
同类型不同时期考古景点（如石圈、山顶要塞、图画或标志性石头），
更进一步的信息可以通过图片、详细描述、视频展示或地图得到。这允
许游客决定最感兴趣的景点类型。

 用于旅游指南，游客可以享用的旅游安全事宜项目、文化和
环境服务方面的信息

查询功能旨在帮助旅游者访问他们感兴趣的景点，它允许游客输入
个人具体情况和兴趣来查询符合的景点，游客问题的类型包括：

 为付费享受服务的人提供

1．团队规模—— 1；2；3-4；5-12；13-20；超过 20

主要由公园

 用于增值项目，例如特殊的个人服务，书籍、艺术、电影、

使用者付费

戏剧和电影

2．舒适度—— 低；中；高

 费用明确地与服务相关联，游客已普遍接受

3．交通方式—— 步行；自行车；汽车；班车；公共交通

 许多公园鼓励社区团体发展并提供宣传服务

4．可游览时间—— 1 小时以内；＜3 小时；＜6 小时，
；1 天；超过

非赢利性友好团体  费用来源于志愿捐助和使用者支付
 公园游客可以用时间、金钱和影响力来为公园作出贡献
 旅游公司为付费游客提供特殊导游
赢利性旅游部门

 不能开展旅游的关键保护区域，需要进行资金恢复

一天

5．对考古知识了解程度—— 低；中；高
6．当天最终目的地—— 在地图上选择，可提供大量的景点供选择

 许多公司为吸引游客提供信息，费用会在产品和服务销售中

7．兴趣主题—— 提供选择菜单，与浏览中一致

得到补偿

当游客回答完这些问题，屏幕上地图会显示出一条个性化的路线，
分析部分包括景点限制（如，假设不能为一定规模团队提供足够的停车

但最值得关注的可能是媒体可以得到的信息方式，通常在自
然环境中是最美的，当在信息中心使用剪辑的信息技术来展现环
境或文化信息，表面上看印象越来越深刻，实际上它可能成为游
客与自然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完美的旅游体验如黄昏中看到
鹅群，这是不能被技术复制的。
虽然作为宣传的一种辅助手段，技术上的限制已经为人们清

场，在其它各方面都合适的景点将从路线选择中消失）。这就使程序通
过将游客和机动车辆与资源限制相匹配的方式对旅游目的地进行游客管
理，这种方式具有教育价值、娱乐价值和信息价值，并可提高游客的满
意度，对管理资源也有所帮助。
来源：Wight，2002a.
网址：www.archaeolink.co.uk/home.htm

楚认识，但它能有助于解决某些游客管理问题，如专栏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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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价值或遗产价值（图 8.1）
。对于选择价值是利用价值还是非
利用价值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在目前它是非利用价值，而在将
来则是利用价值，所有的非利用价值也是非市场价值。
公园旅游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保护区的直接价值，在这些

8 旅游对保护区的经济意义

指南中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公园旅游会影响其它价值，人们
在参观公园后，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而会比较愿意捐款，支持
它的存在并要求为未来子孙后代对其进行保护。实际上，他们表
达了对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的认可。

8.1 旅游的经济价值
保护区的旅游事业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中很大并且不断增长
的部分。例如，1996 年美国和加拿大的保护区旅游的经济价值，
在 2 360 亿美元与 3 700 亿美元之间。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类
型的经济估计数据是缺乏的，而即使可以获得也往往是不可靠

公园的
经济价值

的。因此，政府和社会往往会低估所获得的利益，从而也就不会
提供必须的资金实现利益最大化。
系统的大规模的经济数据的缺乏意味着经济生活的关键部分
被忽略了。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导致信息盲点的出现。从财政的
角度，这些自然区域的价值为零，这导致了对自然区域的过度破

利用价值
1．直接：娱乐、教育、
研究、收获野生动植
物。对地区的直接使
用（市场价值）
2．间接：一个地区的
生态功能，流域保
护、保护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气候影响、
对炭的吸收。对保护
区的间接利用（非市
场价值）
图 8.1

非利用价值
1．选择价值：保留对
潜在未来地点利用的
选择权，保护区作为
一种资料库
2．存在价值：了解保
护区的存在意义，通
常通过捐钱的意愿或
时间进行衡量
3．遗产价值：使后代
了解这些地区就在他
们附近（非市场价值）

保护区的全部经济价值

坏。这一现象意味着许多国家目前的经济行为将会减少，而将来
的经济行为则会严重缩减（IUCN 1998）
。
同时，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又出现了普遍的投资不足现象，

8.2 衡量旅游的经济影响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保护区系统都是资金不足的。许多地方资金严
重匮乏，即便它们是主要旅游产业的中心。因此，这部分指南的
一个主要目的是广泛采用保护区旅游的经济价值以便阐明这些地

衡量公园旅游的经济影响可以采用很多方式，阐述这些方式
的细节和优势不在本指南范围之内，这里只对其作简要介绍。
经济影响评估衡量了以保护区相关的各方（如游客和政府）

区真正的经济价值。
保护区的全部经济价值是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之和。利用

所作的全部金融交易的价值，以及他们对当地地区或全国经济的

价值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价值被认为是市场价值，间接价值

影响。这些影响可以通过 GDP、劳动收入或由公园提供的就业

则是非市场价值。非利用价值也可以分为不同种类：选择价值、

数目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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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伴随着金融交易而发生。例如，一个保护区管理机

点的旅游成本，这会影响个人的旅游频率，这两个因素可以为景

构购买供应物或游客购买服务。不考虑资金来源或旅游当地注入

点画出一条需求曲线，TCM 只能用来衡量消费者剩余——直接

资金，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在市场上，所有的经济影响都是可测

利用价值，而不能用来衡量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或遗产价值。

量的。

CVM 假设消费者能够将价值准确分配于各项娱乐过程并且

经济利益是保护区给当地地区或国家经济带来的财富，当地

在调查过程中，这些价值能被准确捕获，关于这一方法存在许多

财富增加时，经济利益就产生了。这种增加会被分析中对区域的

版本。CVM 的主要步骤包括，为一个商品创造一个假设市场，

定义所影响，一个地区的成本可能会是另一个地区的收益。收益

将市场传达给反应者，使他能够以“意愿支付”的形式形成理论

并不仅仅是财政意义上的，它们还包括非市场价值，在报告时往

价格，并可利用这种反应来估计商品的价值。这种方法可以估计

往是统一以货币数值的形式体现。在保护区的创建阶段，经济收

消费者剩余，也可估计选择价值、存在价值或遗产价值。

益需衡量选择将土地用于其它方式的机会成本，在决定土地分配
而进行的效益——成本分析中应该利用这一信息。
当一个中央政府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向一个公园中投入政府资
金时，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从本地区外进入的资金，表明其

USNPS 利用货币生成法（MGM）来估计公园的经济收益，
这种方式用来计算保护区给它们周边地区带来的市场收益，它是
为公园的那些没有太多经济学背景的管理人员设计的，使用起来
比较容易，最近发展的第二代 MGM 更为精确，更易使用。

财富的增加。然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发生财富的增长，

加拿大公园提出了一种经济收益模型以便证明保护区的准确

只不过是国内财富的重新分配。所以在地方标准上存在经济收

价值，这一模型全面观察了所有的潜在经济收益，包括市场的和

益，而在国家标准上则不存在经济收益。这也同样适用于这么一

非市场的。这些收益被分为三类：个人收益（对现金持有者所产

种情况，保护区的管理机构部分或全部由地方税收来支持运作，

生的收益，包括使用者和非使用者）；商业收益（导致的从一个

因为筹集和花费这部分资金都在本地区内。然而若资金来源于国

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贸易再分配）和社会收益。这些收益都是附

际资源，比如通过发展援助计划或来自全球环境基金，它们则表

加的，不可复制的。考虑到影响类比，这一框架可以运用于其它

明当地经济获得了真实的收益。

的资源利用场合，这一方式可以用来确定保护区的全部经济价

同样地，对国家和地方来说，一个外国游客代表了资本注入
和财富增加的潜在外部来源。因此，一个外国人的花费同时代表
了收益和影响。然而在本地居民的任何花费代表了资本的重新分
配——只是影响而不是收益。

值。使用模型显示了信息缺口，并有助于为经济价值研究确立优
先顺序。
保护区经济价值的 IUCN Task Force 指出对保护区进行评估
的体系需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保护区的非市场收益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衡量——旅游成本法
（TCM）和意外价值法（CVM）
。

1．定义范围（当地、地区、全国或全球）
；
2．确立研究范围（时间、数据、资源和制度结构）
；

TCM 是以保护区的社会价值为基础的，而这一社会价值是

3．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意外价值、娱乐定价、旅游成本

通过人们旅游所支付的货币数量进行衡量的，这一方法假设使用

方法、生产方式的改变、赚钱方式的改变、机会成本方式或替代

者对入场费的假定增长所作的反应与旅游成本增加所作的反应是

成本方式）
（IUCN，1998）
。

一样的。TCM 认为每个人为他的旅行所花的全部成本取决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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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CN 专家组提供在保护区进行经济评估研究的 16 个案例，
最近完成的一个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案例可以用来阐述从经济影

获取信息的例子

Montague Island 保护区距离新南威尔士南海岸 9km，它对海底哺乳

响研究中获得的信息类型。

动物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而且它是 Little Penguins，Crested Terns，Silver

Gulls，Sooty Oystercatchers，Wedge-tailed，Short-tailed 和 Sooty Shearwaters

8.3 经济影响的传播

的繁殖地，它也具有重要的历史特征，考古学特征和近海特征。NPWS
为保护区和当地经济发展而对岛屿进行管理。NPWS，利用 NPWS 在
岛屿管理方面的支出和公园游客的支出对保护区地区经济的影响作了评
估，从而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
总体而言，在地区总产出方面，NPWS 的管理支出为 AU＄233 000，
这代表一个 1.92 的倍数，即 NPWS 在公园管理方式每投入一美元，在
地区经济的其它方面会产生 AU＄0.92 的总产出。
导游团每年提供 4 300 个游客，每人每次旅游的平均花费为 AU
＄206.05，每年游客的支出从年总产角度看可为地区经济提供大约 AU

将经济影响研究的结果以适当的方式传递给利益相关者是很
重要的。
1．全面的经济影响研究对管理机构、政府部门、援助机构
和商业活动都具有一定价值，因为它们需要了解保护区给社会带
来的经济收益范围。
2．统计数据对地方政府、地方旅游集团、地方官员和地方
媒体都是有用的，一些保护区的管理机构需要每年向当地官员汇

＄1 400 000 的财富，这包括地区经济中支付给 19 个人的相当于 AU

报公园的经济影响，在地方政府作决定时，这些汇报可以为保护

＄468 000 的家庭收入。

区提供一个重要的概貌。

NPWS 和游客支出的总影响大约是 AU＄1.65 百万的地区总产出和

3．公园游客和当地居民对经济影响的简明统计比较有兴趣。

AU＄857 000 的地区总产品，包括 AU＄588 000 的家庭收入，相当于 26

对旅游业经济收益流动和分配的理解是公园经济学的重要组

个当地工作机会。这是一个对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所作的深

成部分之一。政策制定者、策划者和管理人员能够影响它的流动

刻研究。这种相对巨大的影响的存在正如相当一部分公园的游客认为，

和分配，需要认真考虑他们的选择。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

即使少数游客也能对当地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各层次的政府机构、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商业机构，尤其是与旅游

来源：IUCN，1998；Christiansen and Conner，1999.

相关的企业，以及当地居民和保护区的游客，将来影响保护区进
行资金和时间投入的决定都是由这些人和机构出的。经济效益评

具有贸易、金融和经济学背景的专家可以对这些经济影响和经
济收益做出更好的研究。一些大型的管理机构，如 USNPS，the New

估可以影响大部分的决定，所以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和支持者应尽
量提供并广泛传播这些评估结果。

South Wales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和 Parks Canada，都
雇佣了这些专家。只要内部存在这些技术，即使那些没有受过正规
经济学训练的人也可以用这些技术进行专门的经济评估，缺乏这方
面专长的管理层会发现与当地大学的经济学系合作寻求这种专业帮
助是十分有利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从事这些分析时还可以获
得国际性援助，尤其是援助者也需要支持保护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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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实现保护区有效管理的花费在 200～230 美元/km2 左右，
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许多非洲的保护区资金预算一般都
很不够。表 9.1 中数据正说明了这种状况。

9 发展保护区旅游的资金问题

表 9.1

9.1 引言

东部和南部非洲保护区平均花费（数据单位：美元/km2·a）

南非

2 129

乌干达

津巴布韦

436

坦桑尼亚

30

肯尼亚

409

赞比亚

23

纳米比亚

70

安哥拉

23

玻斯瓦那

51

47

资料来源：Lindberg，2001

本章的开始简要介绍保护区资金问题的全球趋势，以揭示

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资是相当低

所面临的挑战，之后回顾保护区管理人员筹措资金的措施及公

的，对保护区的投资资金也非常有限，保护区的土地挪作他用（如

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联系。接下来的章节分析了可从旅游

偷借等破坏活动）被当地人和本国的政客们看作是保护区更加盈

业中获取额外收入的各种途径，其中包括：通过半国营化、发

利的来源。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际援助计划、非政府组

展组织机构的援助、使用费以及公司赞助等，最后讨论了特有

织运作和其它捐赠渠道来获取资金（详见 9.5 节）。正如许多发

权的问题。

展中国家一样，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多数保护区就是通过这些方式

管理的好坏依赖于资金的状况，公众资金/集体资金已经是，

获取资金，以配置保护区所需设施和装备。而管理资金则更多的

并将继续是保护区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很多的保

依赖于旅游业的收入（虽然有时候对资源的利用可能偏离保护区

护区管理机构无法从经济上满足保护和发展旅游的需求。目前，

的目标）
。

大多数政府在保护区资金方面并不能给予全力支持。就全球而

为了摆脱政府对保护区投资逐年减少的不利局面，保护区管

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保护区的预算只相当于保护区所需

理人员们需要创造新的资金来源。这时最先想到的莫过于是发展

资金（大约为 170 亿美元）的 24%，并且目前随着大多数国家预

旅游业。但是，即使旅游业是当地一项重要的潜在收入来源，仅

算的减少，这种状况还将变得更加恶化。

仅依靠它还不能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提供足够的资

即使在保护区发展历史较长的发达国家，从政府获取充足资

金。另外，保护区为社会所提供的许多至关重要的服务，其价值

金也是很艰难的，例如，在美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就不能满足

也应当通过公众资金形式得到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政府对保

需求。

护区持续投资的决心，并且这里强调通过旅游业来增加收入并不

发达国家的保护区平均公共支持资金（2 058 美元/km ）远
2

意味着要削减来自政府方面的基本支持。

远大于发展中国家（157 美元/km ）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基金是
2

有限的，并且，保护区在国家政策中并不被重视。据统计，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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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保护区管理人员的资金筹措措施

 形象权的出售或出租
 停车

Lindberg 和 Enriquez 阐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的

 产品市场

资金来源现状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图 9.1）
，图 9.1 表明，政府对

 公众投资

保护区机构的投资是目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这种以税收为基础

 私人投资

的收入很容易受到中央政府对保护区预算削弱的影响；其次一个

资料来源：Eaqles，1997

重要的资金来源是门票收入，它是建立在以旅游业为基础上的收
入来源。

专栏 9.1 罗列了一组保护区可能的收入来源，它们中的一些

所列保护区财政来源百分比

并没有出现在图 9.1 中，这表明保护区的资金来源还有一个相当
大的空间去开发利用。旅游业具有为保护区机构提供其它收入来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发达国家

源的潜在能力，下面将列举一些例子，在本章的后面还将深入探

发展中国家

讨这个问题。

参观者费用
大多数公园都收取一定形式的入场（门票）费用、一个人或
一辆车或两者均收费。一些公园提供特别的娱乐服务或特殊的活
门票费

转让费

许可费

图 9.1

捐赠费

基金 管理代理费 其他

保护区财政来源

动。这种特别使用方式的费用收取形式经常地运用到这些服务
中，来代替提供服务的费用以及为其它使用方式挣得收入。那些
允许车辆进入的公园，必须提供停车场所，收取停车费用是收入
中的一项盈利性资源。例如，一些露营地允许停一辆车的费用来

专栏 9.1

代替登记一个露营地的费用，其它任何车辆都收取停车费用。保

保护区潜在的收入来源

 政府投资项目（强制性的或根据需要而定）

护区的指定用途的收入对提高利益相关者对收费的可接受性来说

 保护区门票收入

是很重要的。例如，最近在塔斯马尼亚岛的一项调查显示，86%

 娱乐服务费、特殊事件和特殊服务

的公众认为如果这些收入是直接属于公园所有，那么收取费用是

 住宿

件好事，但是 36%的公众认为如果这些费用流入国库中，他们就

 设备租金

支持公园收取费用。
（ANZECC，2000）

 饮食收入（饭馆和商店）
 商品买卖（设备、服装、纪念品等）
 捐赠、国外赞助

住宿
对旅游者来说，住宿是他们最大的一笔开销。一些保护区提

 知识产权的授权

供了帐篷宿营地、小棚屋和乡间小屋，并收取相应的费用。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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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2

津巴布韦和旅游业相关的以保护区为基础的乡镇企业

直接管理还是委托经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要求员工必须

 建筑材料的制造和供应

 导游服务

经过专门培训，并进行合适的商业运作。

 制服生产

 运输

 食品和玩具

 薪柴的批发和零售

 野味的零售和批发

 文化旅游活动

 家具制造

 乡村传统表演

 小件珍品的制造

 互助野外活动

设备和饮食服务
户外的娱乐活动经常需要专门的设备，而长途运输大多数设
备又存在麻烦。因此，无论是买是租，这些设备都可能是保护区

 住宿

的一项收入来源。所有到保护区来的游人都要吃饭，而杂货店或
者饭馆就是他们必须要去的地方了。对旅游者来说，购买食物是

资料来源：DFZD，1998

他们一笔重大的开销，同时保护区也可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
入。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必须从自主经营和委托经营中选出更适合

专栏 9.3

南非 Kwazulu-Natal 保护信托基金：一种创新的基金

Kwazulu-Natal Conservation Trust （ KZNT）是一个独立的注册货

自己情况的经营方式。

币基金。它成立于 1989 年，目的是吸收公众和公司对自然保护的捐赠，

商品销售

以缓解日益缩减的公众投资。KZNT 和自然保护机构在资金筹措和保护

商品销售对许多公园来说是一项对收入具有很大潜力的资
源，但是，这一点很少被利用。然而，在最近几年，缝制的物品
（特制的物品）的销售使公园商品具有独特性。例如，服装、器

方面开展了紧密的合作。
这个信托基金通过各种方式筹措资金，其中包括：收集、捐赠、组
织运动会和艺术交易（如演员的义演和雕塑家的义卖）。
来源：Buckley and Sommer, 2001.

材（设备）以及出版物，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大量的手工业在
公园周围发展起来，公园管理机构推动手工业者和旅客们之间的
接触，包括住在或在周围地区的团体，同时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工

交叉产品的市场营销和形象销售

作和收入。专栏 9.2 列出了在野生动植物和保护区旅游之外的一

保护区把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描绘成一个形像，是公司希

些当地经济活动的类型，这些在津巴布韦几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

望与其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公园名称通常是众所周知以及被欣

了。

赏的。此外，它们的地址是很吸引人的，同时一些企业十分想得
到它，例如广告客户和电影制作人。一些保护区能从出售使用他

公众/企业捐助

们名称和形像的许可中挣得实质的收入。交叉产品营销现在是一

有时满意的游人会很乐意向保护区捐赠。这些捐赠大多用于

种很流行的商业实践，但是在保护区却很罕见。当两个联合的产

特殊的活动，诸如修建一项新的设施，进行一项研究或者用于特

品广告和出售每一个产品时，它就出现了。在上下文中保护区的

殊娱乐项目之类。有一些满意的外国游客回国后，会游说国外专

一个例子可能是在电影公司和公园之内分享市场的计划。每个的

项资助基金为他们参观过的保护区提供帮助。

目标都是通过合作出售他们的产品，一个有趣的保护区例子在下
面专栏 9.3 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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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区提供财政支持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甚至
在一直有保护区的国家，对它们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例如，在
美国，资金的使用都带有随意性和命令性，而这种命令性的正确
性又有其局限性。美国一专家小组研究了该采取何种策略在财政
方面支持野生保护区的问题，结果如表 9.2 所示。
表 9.2 第一列中显示了系列可供选择的资助策略。横排展示
了对各种标准的有效性的评估，这些标准包括：经济和生态效益、
机构和政治能力、公正性、责任性、可预见性和灵活性。
表 9.2

公园游客在住宿和食物上的开销对于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
© Paul F. J. Eagles

9.3 公有部门和私有制部门的财政关系
保护区的旅游管理需要财政支持，但大多数机构只会利用潜

策略

资助策略的评估

经济和
生存能力 公平性 责任感 可预见性 灵活性
生态效率

获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0

＋

＋

0

＋

0

公众投资和捐款

＋

－

0

＋

－

0

私人部门的主动性

＋

0

0

＋

－

0

联邦资金项目/改革

＋

－

＋

＋

＋

－

总的公众资金

＋

－

＋

＋

＋

－

关键词：＋—高；0—中等；—－低
来源：Alkire，2000.

在收入来源的很少一部分。他们利用的财政来源以及从这些来源
中获得的财政收入的比例，正是每一个管辖区采用的公共措施以
及经理的个人创新精神的结果。财政分配的类别也深受保护区机

策略：获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公共投资和资助，私有部门
的创新精神，联邦资助项目，大众资助。

构的历史结构及其创新精神的影响。同样，尽管政府机构是旅游

公有和私有部门在发展保护区旅游业中既可以扮演互帮互助

服务强有力的提供者，但他们总存在结构上的局限性，这些局限

的角色，又可以是互相冲突。为保护区的参观者提供的服务，对

性会阻止职责的有效实施，而私营部门可能会更好地提供某些服

这些服务收取费用的高低以及提供这些服务的公有私有的混合程

务。

度，都是公共政策问题。而公有和私有部门提供的服务明显地相
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有过从旅游费用和税金中完全恢复

互融合，保护区旅游业的长期成功需要二者的合作。

机构运行困境的历史。其它像美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它们长

公有部门在资源保护方面起着独一无二的角色（表 9.3）
。环

期以来都利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征收较低的费用和税金，使

境安全和公共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多数情况下，旅游

人们能够参观国家保护区。近十几年，全球流行着一种趋势，政

基础设施费用都是由公共部门承担。

府部门利用参观保护区所得资金为保护区和保护区提供更高水平
的操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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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反应。商务旅游部门一般会很好地推销服务。因此他们不可
表 9.3

公共部门在保护区旅游业中的角色

能立刻适应这种费用上的突变。

公共部门承担的角色

表 9.4

1. 环境保护
2. 基础设施（公路、飞机场、铁路交通、电力系统、卫生设备）
3. 安全和执行
4. 影响监测、质量评估
5. 流量的分配
6. 可接受改变的极限
7. 信息（解释、游客中心）
8. 解决冲突
来源：Eagles，1997

政府可以分配部分税收用于保护区的管理（例如，通过引导
建立适当的基金，或建立捐赠机构和收取一定利率）。这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在大多数保护区，旅游业不可能单独为保护文化自
然遗产的各个方面提供足够的资金。（例如，美国红屋国家保护
区购买土地花费了 5 亿美元之多）。政府也可以征税（例如，美
国征收户外娱乐设施，包括旅行包、显微镜、照相机、路标以及
娱乐车辆的生产税率提高到售价的 5%，这些设施用于野生动物
机构，产值 3.5 亿万美元）
。
对于许多机构来说，有必要从旅游业中获取所有保护区的运
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必须能够反映旅游业产品的生产成
本，包括资源保护。尽管一个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收益大于支出，
但收益经常是非价格的，随着时空变化才逐渐显现出来（然而支
出是立即的，财政上的）。所以，目前大多数政府并不完全资助
保护区，正如前面说过的，并且有一种减少支持的趋势。
很明显，私有部门提供大多数的服务和消费者产品（表 9.4）
。
私有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住宿、食品、交通、媒介和广告。私有
部门能对消费者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生产专门产品。
尽管私有部门能够对消费者在娱乐和旅游服务方面提出的新

私有部门在保护区旅游业中的角色

私有部门承担的角色
1. 住宿和食品
2. 交通（公交车，汽车，飞机）
3. 信息（导游，广告）
4. 媒介（电影、书籍和录像机）
5. 景点推广和广告
6. 消费者产品（衣服，纪念品，设备）
7. 个人服务（娱乐）
来源：Eagles，1997

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
目前，公有和私有部门责任的混合是灵活的，例如保护区机
构可以提供表 9.4 中列出的大多数服务。（当有必要从旅游中获
取操作资金的话，有时也需要这样做），并且私有部门可以提供
表 9.3 中的许多服务。
在发达国家，公有和私有部门都会提供信息。新西兰在发展
复杂的、社区化的游客信息系统方面起到全球领头羊作用。在南
部岛屿，大多数城镇和国家保护区都有游客中心，这些中心准确
地提供各种信息服务。通过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合作，所有旅游者
都可以接受到这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较贫穷的国家里，像
非洲的许多国家，私有部门提供大多数的信息，而公有部门提供
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和安全服务。
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合作在完善网上信息数据库上是很明显
的，包括游客中心、保护区出版物和旅游指南书中所提供的信息。
所有保护区有望在将来提供这种信息，它们也将很好调整旅游
业，以利用新的技术，因为电脑操作能力和生态旅游者之间有着
完美的匹配。
保护区旅游业的经营，需要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合作。二者均

要求做出快速反应，但他们却不能对机构和政府征收费用的变化

不能单独完成此项工作。本质上，二者相互依存。这种合作并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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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许多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解决现有的明显冲突。自然环境和生态

半国有化有以下一些优点：

旅游不同部门的长期健康发展依赖于两者之间进行很好的合作。

具有保留收入的权利，所具有的激励机制能取得额外的资
金，并且在运作过程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创业性方案。结果，

9.4 保护区通过半国有化筹措资金

半国有化比完全国有化形式在资金方面更容易取得成功。在加勒
比地区，半国有化保护区在自然保护上的投资是国有化保护区的

在许多国家中，政府机构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到中央政府（如

两倍；在非洲，半国有化保护区所拥有的基金是国有化保护区的

USNPS）。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每年向各执行部门下达强制

15 倍（见专栏 9.4 中的事例）
。显而易见，保护区的运营部门会

性的和（或）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的预算指标。这种年度预算更

对资金的可行性有着巨大影响。

多的是基于政府政治上的考虑，而与保护区的收入水平或提供服
务的水平无关。这种资金结构让旅游部门很难提供旅游服务，因

专栏 9.4

南非 KwaZulu－Natal 保护署，保护区管理的半国有化模式

为这种服务成本随时间不断变化，甚至这种变化有时非常显著。

在非洲，KwaZulu－Natal（KZN）已经有一百多年的保护区历史。

同时，很多政府机构在支付员工工资时，并不是基于服务质量和

为了保护区的管理，在 1998 年成立了自然保护署。它有权保留所有的

能力大小的。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不但阻碍了保护区提供高质量服

收入，它主要是通过旅游的方法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参与和资源

务、合理征收费用甚至正常运行，而且还使保护区缺乏应有的激

的可持续利用。

励机制以提高员工的服务质量。

自然保护署建立了生物圈保护系统和其它的保护地，这些保护地是

保护区在采取半国有化的形式后，以上的担心和顾虑便不复

在和当地土地所有者达成的自愿合作协议下进行管理的（共有 222 块这

存在了，坦桑尼亚国家保护区（TANAPA）和肯尼亚野生的植物

样的保护地）。它们有多种用途，包括耕作和野生动物管理。土地所有

保护署就采用了这种管理方式。半国有化形式机构的功能与政府
内的公司相似（这些公司通常被称作国有公司），半国有化结构
的主要组成成分如表 9.5 所示。
表 9.5

半国有化结构的主要组成成分
成分

1. 国际金融管理

者每年向自然保护署上缴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购
买设备，管理和监测的支出等，这样做可以扩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当
野生动物增加太多时，自然保护署将其中多余的一部分卖给私有野生动
物保护区和其它保护区，自 1997 年以来，转让野生动物已经获得 223
万美元的收入。
社区除了获得转让野生动物的价格补贴外，还得到了自然保护署

775 万美元以上的赞助。当地的土著部落通过保护区委员会参与保护区
的管理，自然保护署允许他们捕猎、捕鱼，用茅草芦苇做屋顶和编织材

2. 每年赢利的保留金
3. 灵活的员工任用政策

料等。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可获得 164 万美元的收益。自然保护署还培

4. 基于能力的员工激励政策

训和雇佣当地居民作保护区的员工及导游，并帮助他们发展像手工艺这

5. 价格和费用设定的灵活性

样的小商业。社区每年从游客那里获得 75 万美元的费用，并通过当地

6. 产权、服务、转让等许可权的灵活性
7. 对消费者需求迅速反应的能力

社区委员会把这些钱分发给当地的居民。

8. 指导委员会
9. 服务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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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自然交换

9.5 国际性救助机构

作为国际援助的一种形式，债务—自然交换可被广泛的应用
自然保护和保护区，所谓的债务—自然交换是指政府的部分官方

发展资助

债务用于本国的环境保护工程项目。这些环境保护项目可能包括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护区所获得的资助部分来自外界的

保护区的设计和管理，保护区职工的培训及环境教育项目等。然

捐赠，包括一些多边捐赠机构（如世界银行、泛美发展银行和亚

而，债务—自然交换也可能与两个国家有关（双方官方债务）。

洲发展银行等）和双边捐赠机构（如欧盟、Danish 国际发展机构

在许多情况下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也会参与多边官方债务或私人债

之类的国家级项目、英国国际发展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和日本

务。通常在这种交换中，政府受到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就

国际合作署）。这些机构可向自然保护活动及保护区提供相当可

必须有一个本地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和促进这种项目的实施（见专

观的资金援助。这些资金援助有助于履行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

栏 9.5）
。

的义务和责任。成立于 10 年前的全球环境设备署，是对多边基

自从第一个这种外国债务交换在玻利维亚的实行以来，其它

金的一个重要补充，它通过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

许多国家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债务交换，预计这种增长还将持续。

国发展规划署等渠道，专门帮助实施 CBD。

债务—自然交换已经给环境保护项目带来了超过 1 亿美元的资

一般而言，只有政府或政府特批的私有部门的项目能得到多

金。例如，在国际保护组织的参与下，墨西哥通过 9 次不同的交

边银行基金援助，因此，递交给发展机构，特别是多边银行的项

易，已经交换了价值 370 万美元的债务，在其它国家，参与债务

目，通常必须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且一般由这些政府部门

—自然交换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大自然保护 TNC、WWF。

单独或共同提交。典型地，如果发展银行同意贷款以创建国家保
护区或保护区并维持它们的正常运转，这可以看作是对国家保护

专栏 9.5

计划的支持，有时保护基金还要明确的写在发展计划框架之中。

案例

例如，发展和保护部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基金，以用来减轻由于
修建公路、铁路、水坝等带来的环境影响。
虽然大多数的双边和多边机构主要集中在消除贫困和满足贫
困农民需求等方面，但经常看到保护区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这个目

玻利维亚，国际保护组织和美国：第一个债务——自然交换

在 1987 年，第一个外国债务交换在美国和玻利维亚之间进行
（650 000 美元的债务兑换成 100 000 美元的当地货币后，用于 Beni 生
物圈的保护）当地非政府组织分支机构—— 国际保护组织—— 在这个
项目的管理和合作交换中起到关键作用。

的，并形成“支持贫困”的旅游业战略主张，这个主张得到联合

债务交换减轻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帮助建立和管理保护区，

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支持，并被定义为：旨在通过发展旅游为

支持可持续发展项目，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并且增加了环

贫困地区摆脱束缚提供机会，不管是增加经济收入还是获得决策
权，或是其它可能的利益。尽管保护区旅游不能自动地给发展中
国家贫困地区的人带来利益，但是通过旅游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可
吸引国际性发展基金。
151

保组织的基金（见图 9.2）。例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与 Ecuador 债务交
换为 Ecuador 建立的产出基金是保护区和保护区预算的 2 倍，而且虽然
这种交换只是 Losta Rica 国家债务的一小部分，但仅仅是从其中所得利
息一项就远远大于国家对保护区服务的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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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保护区的收入也是由保护区自身控制，因为政府所拨资
金并没有保证管理所需全部费用。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收入对管
债务减少

环境保护
债务

理机构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

环境
表 9.6

保护区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发展当地的就业和收入
图 9.2

债务—自然交换与保护区旅游的关系

来源：Thapa, 2000.

保护区可收取的费用类型

费用类型

说明

门票费

进入保护区所要缴纳的费用

娱乐费

娱乐项目和服务费用

设备使用费

保护区的设备费用，如停车场、野营地、游览中心，游船出租及帐
篷使用费等

转让费

向获得为游客提供服务资格的运营商征收的费用

商品销售费

产品、生活必需品和纪念品的销售费用

住宿费

通过提供野营露宿帐篷所得的费用

食品销售费

商店和饭馆的收入

许可费

私人公司为取得运营保护区的资格而缴的费用

税收

房租费、机场费及汽车费

租赁费

保护区产权和设备的出租费

自愿捐赠

包括现金、礼物、劳动力，通常通过保护区友好小组实现

债务交换减轻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并帮助保护区的建
立或运转，支持可持续发展项目来为当地居民创造工作和收入的

保护区提供管理娱乐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应当在游客的费用中有

机会，同时，增加环境组织的资金（见表 9.2）
。例如，世界野生

所体现，许多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的游客一般愿意支

动物基金和厄瓜多尔间的债务交换，确定了一个基金的收益（产

付高于目前所被征收的费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费用直接用于环境

出），它是公园预算和面积大小的 2 倍，虽然哥斯达黎加的国债

保护和所提供的服务，而没有进入国库。然而，一个普遍的问题是

交换只有一小部分，但从交换中得到的单独的利息就是从国家公

缺乏专家制定有效的价格策略和资金管理措施，如果克服这些问

园服务分配的年度预算的许多倍。

题，保护区便可能得到相当多的经济利益。例如，下面的海洋保护
区大部分或全部支出来源于门票和其它与旅游相关的收入：Hol chan

9.6 旅游者通过缴纳费用所做的贡献

（伯利兹城）
、Ras Mohammed（埃及）
、Bonaire（荷兰 Anliles）和
Palau Micronesia 保护区（Lindberg，2001）
。

表 9.6 表明，依靠保护区本身的资源可以向游客征收许多种

正如表 9.7 中所列的那样，游客费用可能相当复杂，保护区

费用（也出现在表 9.1 中的保护区外的收入，正如产品现货交易

设置这样复杂的费用就是为了能从各种活动和设施的使用中获取

市场和知识产权许可一样。）。在大多数保护区体系中，旅游业所

收入。

带来的收益是保护区和保护机构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发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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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特的地方时，那么保护区收取稍高的费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表 9.7

Idaho 国家保护区游客费用构成（1999）
费用类型

费用（美元）

当地和非当地成年人门票费
当地和非当地的车辆费
当地和非当地的公共汽车团体
当地和非当地的年审费
老年人门票费
盒饭
夜间船只停泊费
小木屋、帐篷费
预定费
营地设置费（3 网）
营地设置费（2 网）
营地设置费（1 网）
高级营地设置费（无网）
初级营地设置费（无网）

0
2—3
20
35
0
3
5
30—80
6
18—22
16
12
7—12
7

价格政策
对保护区里提供的各种活动和服务的价格定位是保护区旅游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确定保护区价格的主要原则是结合公众利
益和政府政策。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保护区被看作是给全社
会带来利益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区的运营，政府会
给保护区以财政上的支持。然而，在那些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
不足的公众资金要投入到其它更需要的公众服务，在这种情况
下，保护区必须从旅游业或其它途径获取收入。
当制定一个适合保护区价值的价格政策时，保护区的经理必
需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保护区价格战略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考虑到游客的利益；其二，如何确定专门产
品或服务的价格，以保持和这些目标一致？

防止游客拒绝付费的指南：
1. 将征收的费用用于改善小路、公厕、地图标记和其它一
些便民设施。

然而，每个保护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为了说明对所有利
益相关者有贡献的内在价值，就必需有一个多样性的价格目标。制
订一个可理解的合理费用，对于保护区管理人员而言，是一个挑战。

2. 逐渐性地增加收费，而不是跳跃性地增加。
3. 将钱用于管理支出，而不是用于控制旅客进入。

这些费用必须有清楚的理由，以接受游客和政治团体的监督。
通 过 分 析 发 达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保 护 区 的 价 格 ， Brown

4. 将钱用于专门的，众所周知的目的，而不是作一般用途。

（2001）认为门票的价格应基于游客进入保护区愿望的大小，保

5. 将剩余的资金用于观光地的保护。

护区管理人员应选择既稳定又公平的收费水平。保护区的价格表

6. 向公众明示收取的费用及用途。

应有一个变化范围，但灵活性最为关键（表 9.8）
。专栏 9.6 显示

很多保护区不能吸引大批的游客，在某些情况下，也不适合

了在现实中费用体系复杂性。

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设置收费标准时，保护区管理人员必须
要考虑到保护区的需求，提供这种服务的成本以及旅游支出。要
制订出一个合适的价格是很难的，对于一个低需求、低参观量的
保护区来说，并不能通过收取足够高的费用来抵销所付成本（当
然，重新观察市场的策略可能会对需求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由

表 9.8
价格表

155

说明

高峰期超载价格 时间不同，价格不同取决于需求
可比较价格

于高额的旅游费用可能会出现低利用的现象。例如到达一些加拿
大的北极保护区费用就很高，一旦参观者投入大笔的钱以达到一

保护区价格战略类型

边际消费价格

对参考其它具有同样吸引力和服务的保护区的收费情况（当保护区
是唯一的，以及没有其它可比较价格时，可能会出现困难）
增加费用等于增加利益的地方的价格设置，价格设置在边际费用和
边际利益的交叉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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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而言，价格上涨更是一个机会，因为在提高参观费用后，并没有影响参

不同的价格应基于居民、时间、场所等（同单独的较高或较低价格

观者进入保护区的需求，而且，事实上参观者的数量一直在稳定上升。

价格表
多层价格
不同的价格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相比，它能带来更多的收益，但其应用也有限制）

参观者使用费的增加（正如运营许可证）并不等同于这些岛屿提

不同的价格基于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一个保护区里不同地点不同野
营价格或许会导致平均费用分配或增加费用分配）

供给为参观者或使用者真正娱乐价值。例如，这些费用并不是建立在参
观者情愿花费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保护区提供旅游机会的实际成本
的基础上。所以，很有可能现在的票价要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像其它

专栏 9.6

加拉帕哥斯国家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参观者使用费的一个

例子

的保护区一样，该保护区被建议应该评估它现在的价格标准，以便制定
一个能反映市场需求的价格标准，同时，也有一个机会与当地市政当局
更好合作，以确保分配给当地政府的 30%参观费是能回到保护的目的

按不同档次收取门票费，外国参观者的费用高于本国，具体如下：
类别

收费（美元）

外国旅游者

100

外国旅游者<12 岁

50

Mercosur 或安第斯社团成员国的外国旅游者

50

Mercosur 或安第斯社团成员国<12 岁

25

厄瓜多尔的市民或居民

6

厄瓜多尔的市民或居民<12 岁

3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外国旅游者

25

不足两岁的国内或国外儿童

免费

上来。
资料来源：Benlttz，2001

专栏 9.7

健康的环境带来更高的消费意愿

在两个海洋保护区调查发现：越高的海洋质量，越能带来高的收入，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对 Turks 和 Caicos 岛的调查显示：潜水者宁愿多花 13%的费用选
择 12 人组的潜水艇，而不选择一人的潜水艇，他们愿意多支付 5.6%的
钱，选择大的组合而不选择小的组合。

资料来源：Ecuador 政府，1998

在 Maldives，跳水者愿意多支付 87 美元去观看健康的帆船比赛。
在 1993 年实施特别法律以前，每年保护区只余留 30%的门票收
入，其余的被用于森林保护区和野生生物 Ecuadorian 研究。现在，门

在红海，维持高质量的设施，有利于实现海上旅游的最大目的，同时带
来可观的利益。

票涨了，分配也不同了，研究所仅得到收入的 5%，45%给了国家保护

认为增加收费会减少参观者的数量，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区和海洋保护区。

例如在博内尔岛海滨保护区，虽然跳水操作人员强烈反对 10 美
特别法实施前门票费（数字单位：美元）

元的费用，但游客数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还有在哥斯达黎加，
旅游运营者强烈反对引进双层收费制度，然而实际上收入却增加

项目

1993 年以前

本国游客

0.55

3.00+2.50 市政税

1993—1998 年

外国游客

40.00

80.00（如果从 San Cristibal 进入加 30.00，如果从
Baltra 进入加 12.00）

了；类似的，在“Crown Jewel”，当收费增加一倍时，（大峡谷、
黄石保护区和加拿大西部国家保护区等），参观情况依然和以前
一样。在安大略省保护区，收费增加 40%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

然而，这些收入仅仅只占国家保护区预算的 25%，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人员不能很好地处理日益增加的游客数量，而且对于旅游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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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收入可以用于提供更好的设施以及新的娱乐服务，从而吸
收到更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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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收费标准是一回事，收取费用则是另一回事，尤其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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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马尼托巴湖和渥太华两省都引进了中央
野营场所登记制度。开始，这种制度以电话为基础，后来发展到
以网络为媒界。最后这种制度非常流行，在不同的省份都在使用，

些入口不好控制，或者面积很大，或者是海洋区域，一些海洋保

即使原来公众影响较低的偏远的保护区，并且公众对这种方式的

护区的管理人员采取了直接收费的方式，例如在巴西的 Hol Chan

满意度非常高。专栏 9.8 中给出另一个例子，以证明游客愿意为

海洋保护区，员工在跳水场/有通气装置的地方卖票。在其它地

所得到的服务付费。

方，收入很少完全包含收费的成本，尤其是在那些游客并不是很
多的地方。在美国，国家保护区和林业系统提供服务的成本，大

专栏 9.8

哥斯达黎加保护区：意愿支付的结果增加了保护区的收入

约占费用收入的 20%，有些地处偏远的保护区，由于技术上的困

Costa Rican 有着面积大且发达的保护区系统，占全国面积的 25%。

难，很难让工作人员收取和管理费用。在某些保护区，门票或通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和国外的游客门票费均为 1 美元（年总收入为 100

行证可能由旅行社或其它商业部门出售。或者采用信用卡制度，

万美元）
。然而在 90 年代，资金资源进一步流失，保护区管理机构把门票

该制度要求保护区的巡视员现场核对。因此，入口票可通过旅游

提高到 15 美元（预定费为 10 美元，通过旅行社团体预定，费用为 5.25

运营者来出售，如在 Great Barrier Reef （每天 4 澳元）或者在

美元）
。尽管游客减少，但 1995 年前 9 个月的收入是 1994 年全年收入的

Bonaire 海洋保护区（每天 10 美元）
。当跳水者到达指定地点时，

4 倍，但由于大多数人对此举的反对，导致这种增加速度的减缓。

必须穿有塑料标签的衣服才能跳水，这时就是付费的时候。而收
据是在岸上开的，在跳水艇上足够使所有潜水者付费。

支付意愿

哥斯达黎加发现，现有的收入仍然不能满足保护区的正常运行，于
是在 1996 年保护区实施双重收费标准，即外国游客要比本国游客多付
五倍的门票费。另外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补充：

 捐赠

了解旅客为什么要到保护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判
断他们为保护区的服务和产品的支付能力和意愿（注意区分“意

 使用费和转让费
 广播和电视塔的转让费以及动物园中食品费
 国库邮票，通过办护照，首日封，以及购买酒和娱乐场所购买

愿”和“能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游客对某些服务虽能支

 哥斯达黎加旅行所的捐赠

付得起但却不去支付）。加拿大的保护区通过游客调查和建立数

在 1995 年，一项研究表明，对外国游客收 6 美元和对本国游客收

据库促进保护区管理水平的提高，并发展获取收入的新途径。当

1 美元的门票费，对保护区的收入而言，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案。事实

制订服务费用价格时，管理机构会考虑一些市场因素，包括：供

是外国游客和本国游客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外国游客愿意支付双倍于

求关系、价格、质量，以及保护区外提供相同服务的地方（不管

现在的费用，哥斯达黎加居民表示愿意为国家保护区支付更高的费用。

这些因素是被加拿大保护区自己控制，还是被保护区内的私人企

（Pass 是 11 美元，Manuel Antonio 是 10 美元）
。这个支付意愿几乎超

业所控制）。例如，加拿大国家保护区曾经在沿海省份应用中央

过当前居民费用的 90%，在哥斯达黎加保护区，还存在着更多适当的

预订系统，参加野营的人用电话预定场所及用信用卡付款，保护

方法来制定收费标准，这样做不但能为当前的旅游带来更多的收入，而

区的管理人员没有这些方面的成本。七八月份公众反应非常好，

且也更有利于保护区的正常运行。

预定率高达 100%，对野营场所的网上预定系统正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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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补偿

9.7 企业对保护区的贡献

Costa Rica 温室气体基金是为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约定下，促
进项目的执行。投资者通过控制碳的排放获得这份补偿金，政府相信这

企业基金用于保护区已变得越来越普遍，企业之所以支持保
护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些资金可以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企业形象
企业保证权：美国通过一份议案修正国家保护区条约，给予国家保



有支持的愿望，愿意去支持，有值得去做的原因；



对于在保护区内工作的旅游公司来说，是维持它们基

护区基金允许其它组织使用基金商标、口号等权力，以促进或推广个人

本业务的需要；

和企业成为国家保护区服务的官方支持者，这就要求所有来自于这些特



使用保护区内部或附近资源的需要；



作为一种对保护区造成损失的赔偿（如在保护区内部
附近采矿）
；

许和授予的净收入用于有助国家保护区服务的项目和活动中去。

9.8 保护区对经营特许权和合同的管理



为企业或它的产品获得良好印象的需要；



保护区能给公司员工和顾客带来利益。

期望企业对保护区的支持程度取决于该国家这个行业的优势

9.8.1 引言

条件、税收优惠、商业和工业可支配的财富以及开明的领导者。

保护区的旅游业涉及提供给游客的各种服务。在理论上，一

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们应该熟悉它们自身所具有工商业的特征

个管理机构或管理人员应确保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服务或设施：

以及保护区的潜在资金支持的可能来源，可以成为合作的领域，

1．政府所有，有利润经营

在专栏 9.9 有详细地描述。

2．政府所有，无利润经营
3．私人建设设施和所有，经营（通常为长期租借）

专栏 9.9

新颖的企业资助形式和合作关系

4．政府所有，但经营权通常由私有部门承担。
经营特许权是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因

生态系统服务
平均费用，Del Oro. S.A 是 Costa Rica 的一个桔子种植公司，它每

此也就是与上面的 2～4 条相关。一般情况下经营特许权由私有

年以 5 美元/hm 的资金支付给 Guan caste 保护区（GCA），获取水的供

部门承担，但也可授权给非政府组织、其它非赢利企业和社会团

应和用于保护区贮水地的流域保护，同时也为保护当地灌溉水源，这份

体。在各种条件下，经营者根据协议在保护区内开展有特色的旅

为期 20 年的合同总价值 480 000 美元（每年 24 000 美元）
。

游服务。大多数管理机构要求运营者拥有在保护区内经营的商业

2

自然虫害控制和植物授粉

执照，如酒店或食物存储经营等。这种授予可以是排他的，就是

该公司每年同时也付给保护区 1 美元/hm2 的费用，因为保护区可

不允许有类似的经营权，也可以是非排他的，就是允许有类似的

以控制附近桔园的自然虫害。同样，这份 20 年的合同价值为 480 000
美元。

经营许可权。
私有企业主要涉及到保护区的住宿、场所维修、旅游运营、
帐篷地维修、垃圾回收、特许权、运输和信息供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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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经济机遇而获得的。对于保护区来说，在组织能力上帮助这

9.8.2 是否行使特许权

些社区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帮助他们培训商业技能，或鼓励他

在决定是否转让特许权时，保护区管理机构首先需要考虑以
下几个方面：
保护区管理机构的容纳能力和管理能力，管理人员们自身可

们与私营部门合作。

9.8.3 起草和执行特许权的基本考虑

能缺乏相应的技能、经济和组织资源有效地管理和发展旅游，然

保护区的管理部门认为，特许经营权的目标就是保护区的长

而，一个具有可以与半国营或私有企业相媲美的管理机构可能自

远目标，即提供一种合法利用遗产资源的方法以及满足游客的某

身会运转很好。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尼加拉瓜保护区委员会直

种需求。因此，在合同中细化服务要求、时间表和质量就显得十

接控制保护区的所有设施（商店、饭馆、宣传品和金融机构等），

分重要，这使得特许经营权获得者在一种特殊的、敏感的自然和

这样管理机构就可确保所赚的钱能够用于支付常规的运营花费。

文化环境中运营。

私有部门的优势：私有部门之所以能够很好地提供特色服务
和产品的几个原因：

保护区管理人员在起草特许经营权转让方案时，要注意以下
几个主要的问题：



它更容易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和条件；



它在劳动合同中有着更大的灵活性；



它更容易快速地创新和响应；



它更容易筹措资本和其它基金；



在确立价格水平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



它不会受政府政策的太大束缚。



的资格认证可以是一个选择标准；



特许经营权操作的适应性：虽有可能通过提供某种服务获得
利润时，私有部门的反应相当敏捷，但它通常只对那些能有充分

价格政策是个基础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保护区特许
经营具有垄断权，规定价格是非常必要的。另外，还
应鼓励在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特许经营权的竞争。



管理机构的潜在收入。一种选择就是以商业化路线重组保护区管
理处（可参见前面对半国营企业的讨论）
。

很多经营上的细节，诸如运营时间、服务范围、服务
水平等，必须在合同中明确；

可预料的收入：虽然转让特许经营权能成为保护区管理处的
一个强有力的收入来源，特许经营所带来的全部利润应是保护区

确保每个员工都受过这方面运营的训练，企业和员工

监察同样重要，并且应该在许可中特别指出，包括当特许
权经营者没能达到协议的要求时对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对特许经营公司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选择可能
具有高度政治性，会受到政治的干涉或者员工自我服
务行为的影响。

利润回报的运营感兴趣。因此在旅游的淡季，它们可能不营业或

因此，选择程序对各方都应该公平、公开、透明和公正。只要有

者只按平均价格提供服务，这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就需资助那

可能，都应该采取具有竞争性的投标程序。

些非赢利但又必需的项目，或者自己经营它们。

南非的 Madikwe 保护区保护区（见专栏 3.4）就是一个政府

非私有部门特许经营的适应性：特许经营权同样可转让给其

保护区管理处和私营旅游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成功的例子。它不但

它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当特许经营权转让给当地社区时，可以

可以确保从旅游业中获取可观的收入，还可给当地带来就业机

使他们直接得到利益，而这些利益正是通过由于保护区的存在带

会，以及资助一个世界级的野生动植物的恢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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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可能是特许经营者所建造的基础设施完工后捐赠给保护
区，再由保护区以租借的方式租借给特许经营者经营。在租借的
土地上，私有企业拥有旅游设施，不利于保护区的管理，因为管
理部门很难监督它们的活动和行为。

权利和责任
转让或许可合同规定了签约双方的义务和责任。合同应包含以
下几个方面：1）最小或基本经营时间；2）消费服务标准；3）环
境方面的实践；4）价格政策；5）大众获取设施的程度；6）基
础设施维护责任；7）签名；8）广告；9）员工和运营评定标准；
10）设施的设计。
公园管理者能给当地人提供机会进入到公园旅游业中
© Paul F. J. Eagles

专栏 9.10

Galápagos 国家公园和海洋保护区，厄瓜多尔：从船只许可

证获得收入的例子

9.8.4 与特许经营权有关的细节问题

Galápagos 群岛国家公园的陆地部分在 1979 年成为世界遗产地，
1985 年成为生物圈保护区。Galápagos 海洋资源保护区从 1986 年开始

特许权经营者为建立商业关系，获取充足的初期投资回报和最

建立，1990 年宣布为鲸避难所，并于 1998 年成立了 Galápagos 海洋保

大利润，他们更愿意取得更长的许可期，而保护区管理人员基于运

护区—— 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海洋保护区。该海洋保护区于 2001 年也成

营灵活性的考虑，却更希望许可期短。但当按照合同要求，需要大

为世界遗产地的一部分。

的成本投资时，特许经营权获得者常常能顺利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
许可权。保护区管理处通常认为，短的许可期更有利于他们控制服
务质量和经营条件，但特许经营公司为了开展他们的计划，拓展市
场和建立牢固的商业势力，就必须有一个足够长的合同期，同时，
为了避免公司的骄傲自满，这个合同期又不能太长。一般合同的期
限为 5～10 年，包括每年合同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评估。

在 1969 年就有大规模的游客涌入 Galápagos，自从那以后每年都在
增长。在 1970 年没超过 5 000 游客，在 1999 年已经超过了 66 000 人，
促进了旅游设施和服务的增多，同样当地居民也不断增加。旅游现在主
要是靠船，游客主要通过乘船来游玩，且吃住都在船上，所以对于在偏
僻的群岛上的旅游设施的需求急剧下降（Wallace, 1993）。在 1972 年，
只有一艘船为过夜游客服务，到 2 000 年已有 80 只船登记提供服务，
它们可以承载 1729 名游客。

Galápagos 国家公园服务（GNPS）自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已经开

租借与所有权

始管理旅游业，并且对公园旅游收取门票费用。除了这个费用之外，

诸如商店或野营地等典型基础设施归保护区所有，但往往租
借给私有部门经营一段时期，比如说，租借期为 5 年，有时特许

还对每一艘船收取许可证费用。这个费用依据船只的类型和不同停泊
处而不同。

经营者所建造的基础设施，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归保护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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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每一停泊处的许可证费用（US＄）
类别

类型

艘下降到 2000 年的 80 艘，总游客数量则从 1996 年的 1 484 上升到 2000

总量（＄）

全天巡游

A

250

全天巡游

B

200

全天巡游

C

150

日游

R

250

日游

E

50

虽然在 Galápagos 国家公园的运行船只的数量已经从 1996 年的 90
年的 1 735 人，许可证费用大约有 400 000 美元，以及 8%的收入是由
公园游客门票收入得到的。
来源：Benitez, 2001.

每一个参与者、特许权获得者和保护区，都必须有足够明确的
财产责任划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定期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时，

来源：GMPS 旅游部门

它是有用处的。必须明确说明对违反合约的处罚措施。同时还必须
制订一些规则，以用于当出现违约的情况时，中止合同的程序。

不同类型船只的数量分布图
4%

费用

20%

A
B
C
53%

R/E

23%

一般来说，特许经营权获得者要向保护区支付费用。这些费
用可能有很多的形式：或以每年直接交费的形式，或以统一的经
营权使用费的形式，或者按经营者总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的形式来
收取。这可能只是所有收入的一部分。这些费用的支付可能会逐
渐的增加，在特殊时期，某种收取费用的方式可能会给经营者很

船只通过它们的大小、停泊处数量、以及停泊处质量来分类。全天
巡游中类型 A 是最能盈利的，类型 C 则最少，日游中，类型 R 是最能

大的激励作用，例如在收入较少的时期征收缺少的费用。专栏 9.10
给出了一个特许经营费用结构的例子。

盈利的。

检查、激励和强制

不同载客量船只的数量分布图
18%

6%

＞80

9%

转让经营管理是保护区管理人员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转让经
营权获得者有时会忽视合同的要求，甚至在保护区内违章搭建和

＞21-79

经营合同中所不允许的一些事务。而他们的员工可能会因为缺乏

＞20

必要的培训而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偷窃和破坏环境之类。经常

10%

12-18

可以见到经营者们通过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影响力的政客，试图
避开合同中有关规定。私人经营者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对保

＜11
57%

护区其它方面的建设，例如提供准确的信息，救助受伤的游客或
紧急事件的处理等漠不关心。

来源：GNPS 旅游部门

一旦一个行为不轨的经营者进入保护区从事经营活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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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方面很难结束这种糟糕的局面。对保护区管理人员来说，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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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verde 村的小屋，哥斯达黎加

执行转让经营合同和特许经营政策，是件费时费力的事。

当地社区在特许经营中的作用
当地社区可在特许经营中起到积极作用，如前所述，社区经
营可能是帮助增加收入、补偿损失以及获取社区支持的一种方
法。另外，由于建立保护区让当地居民的生计前途未卜，因此他
们很注重保护当地资源。当地企业也能提供成本低廉的服务，如
一定经营和维持的服务。无论是来自特许经营还是来自游客的费
用，与当地社区分享这些费用也是可能的，在发达国家，这样做
的并不多，但在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做法却相当普遍。
对保护区的管理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因为它

当地社区经常提供重要的旅游服务，如住宿、食物、医疗和交通。

能给当地社区带来数目可观的收入。

特许经营：结论

© Paul F. J. Eagles

注：为了全面的了解这个问题，建议读者参考 IUCN 最近出

在保护区的管理中，特许权管理是其中最主要和最费时的工
作之一。实际上，每个保护区管理处都在承担这种管理责任。但在

版的两本书：《保护区资金问题：保护区管理人员指南》和《东
亚保护区资金指南》
。

这个领域，他们需要更多的知识经验交流。现在，能给管理人员帮
助的案例很少。因此，在分析可供选择的方案、各种方法的成败，
必需的管理技能及不同条件下的最佳处理方法等方面，还需要共同
的协作，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们需要广泛获取这些方面的信息。

9.9 总结
本章讨论了发展保护区旅游资金方面的一些问题，揭示了保
护区资金问题的复杂性。很明显，保护区管理处需要经过专业培
训的员工，这些培训应包括金融、会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具有
其它技能的人员，在没有经过适当的培训之前，不适宜从事这方
面的工作。很多的保护区及相关管理部门正越来越依赖于旅游所
带来的收入，他们将更加依赖于资金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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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机构，管理部门应该熟悉自己的员工情
况，掌握员工的信息，尤其是退休和流动情况，以及职工的福利
情况。良好的人力资源计划和开发将会带来持续不断的劳动力资
源，所以保护区的人事部门如果使用适当的人力资源发展策略就

10 保护区旅游人力资源计划

能更好地保护环境，并让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向游客宣传保护信
息。如果保护区内的员工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受到很好培训的
话，那么区内的运作状况将会非常好，而游客们将会把他们的满
意告诉其它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通常人事部门都会考虑改善人力资源的计划、招聘工作和报
酬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就业率的统计是由国家统计机构汇编，

10.1 引言

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计算实际就业人员占统计的合格劳动力的比
本章综合了大量有关人力资源计划重要性的调查材料，这些

例，也可以用来反映其它就业部门劳动力的利用情况。通过比较

调查材料真实记录了保护区员工的主要或全部工作，尤其是旅游

就业率和统计的人口，规划者可以合理确定不同部门增加人员的

和娱乐休闲管理方面的工作。随着旅游在保护区经营管理中的重

数量。

要性日益增加，保护区和公园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
因此，要求许多组织都需要考虑这一重要领域的人力资源需求计

10.3 工作分析

划。
人力资源管理应该纳入现行的保护区管理计划中，实施有效

保护区内每一份工作招聘启事上都应有其专门且详细的工作

的人力资源管理，重视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本，以实现长期和短

说明。详述每一项工作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对自身工作

期目标，再结合现有的以生态为理念的土地管理和收入资源的可

的满意度，保持机构工作的高效性和全面性。这对保护区（至少

持续理论，可为保护区旅游经营的可持续管理提供切实的基础。

在一些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员工初进机构时就非常想
知道自己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试用期内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得不到清除的话，最后将会导致聘方和被聘方的两不悦。

10.2 人力资本

在这里要推荐的工作分析是用来确定机构人员需求的一种常
保护区内的所有职工和志愿者都应该被视为尊贵的特使，因

用的方法。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通过收集和综合相关信息来

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许就是决定保护区经营管理是否成功

确定某项工作的内容和性质，这样负责工作安排的管理人员将领

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考察职工对旅客的服务态度是最基本也是

会部门的经营管理理念，并把它转变成对每个人的工作要求。

非常重要的。一线员工，尤其是在游客集中地工作的巡护人员和

典型的工作分析必备参数见专栏 10.1

员工，直接体现了保护区的管理理念。如果游客和员工之间的关
系融洽了，则收益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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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析的内容

之初时，雇员在机构的明确定位就是通过讨论工作期望的业绩标

1．工作成果—— 须完成的任务

准来实现的。工作分析可以为这类相关信息的交流提供系统的框

2．工作进程—— 要求的工作活动

架。培训交流对于提高雇员的专业能力，如消费者服务以及设备

3．正常工作所必需的设备和工具

的使用都是必要的。每年的业绩评估或雇员评价必须以严格的书

4．工作环境特点

面形式完成，这样雇员们都会积极进取，当明确了自身工作要求

5．工作要求—— 学历、能力、态度和其它一些工作必备技能

的期望成果时，他们都会更好地衡量自己的成绩，并制定新的工

专栏 10.1

作发展计划。
工作分析为绝大部分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奠定了基础，因为

对于保护区来说，给每一个岗位确定合适的津贴是一项非常

它在许多方面可以用作参考平台，专栏 10.2 列出了工作分析的

复杂的工作，但是利用工作分析里提供的资料和业务标准，以工

程序，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其它方面如何运行。

作强度和质量要求为基础的补偿率，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
工作分析还可以明确潜在的工作风险，如环境危害与脆弱野生物

专栏 10.2

的接触等等。经营者可以对这些信息利用在风险管理方案里，明

工作分析流程

计划和编制

确员工的培训制度，从而使风险最小化。保护区的雇主还有诸如

1. 当前和未来的人员需求

解决与工会相关的责任，如工作要求、报酬和条件等问题。当然，

2. 招聘内容

成文的工作分析和工作描述都有助于与工会代表的讨论。

3. 选择标准

尽管工作分析可能会高度的形式化，但利用这一系统和实用

人员培训

的方法所获得的利润远远高于它的相应成本。

1. 告诉雇员的操作规范
2. 培训

10.4 招聘和录用

3. 业绩评估
4. 工作计划

招聘就是一个吸引合格人才来应聘空缺职位的过程。而录用

人员津贴

1. 补偿预算

是招聘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最终决定选谁占据这个空缺

2. 安全和健康

职位。保护区是有特殊使命并带经营目的的机构，显然是矛盾的

3. 劳动关系—— 取决于既定的劳动责任

结合体。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依靠员工技能和态度的行业来说，
为每个工作岗位寻求合适的人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保护区

人力资源计划必须立足于现状，透彻理解在职人员的需求可

必须要追求专业技能和感性认识的统一，招聘和录用那些负责宣

以为将来经营策略改变时对人员的需求形成一个基准。工作分析

传保护区工作的人员就特别重要。这特别适用那些与游客打交道

的信息就明确了人员任用的关键标准，挑选理想的雇员也应该以

的职员，因为这需要全面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修养，然而这两者恰

这些衡量标准为基础。

恰是难以兼得的。

人员发展方案对于雇员和雇主来说都是有利的。在工作安排
173

招聘在培养一个健康和有活力的员工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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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人力资源发展

济因素影响优秀人才的招聘。当然，招聘本身所起的作用可能变
化不大，这取决于保护区是私营还是集体或非赢利部门，因为有
不同的文化追求。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招聘原则是一致的。

人力资源发展的目标是通过个人、过程、机构三个层次上的
学习和运行，增加人力资源的容量。在保护区应用有序而且专业

招聘和录用人员的方法也因地而异，所采用的战略必须谨慎

的人力资源发展方法，可以丰富保护区员工的技能、知识，改善

规划，以适应当地环境，如详细考虑家庭作坊式企业的可信度，

其服务态度，员工的整体工作水平将得到提高。人力资源发展的

保护区所在地的传统以及公众部门的作用和传统。还有对机构其

三个分支分别是培训和发展、机构发展以及职业发展。

它方面的详细了解，如规模、历史、发展阶段和地理位置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在制定招聘和录用计划的时候都要考虑。与其它相
关机构进行可比性分析，有利于选择合适的局部策略。然而，在
计划过程中，永远不要忽视保护区的使命和目的。

10.5.1 培训和发展
培训是对员工的重要投资。为了给新旧员工或志愿者提供内
容丰富的学习经历，应该制定战略性的培训计划。培训和发展的
重点是挖掘雇员的基本能力，使他（她）能最大程度胜任目前和

KalkalPen 国家公园管理者，奥地利

将来的工作。保护区的培训主要致力于丰富员工的知识、技能以
及服务态度的改善，这无论在刚签约时还是在以后的工作期间都
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发展员工的技能不仅能提高他们的工作能
力，还能让他们自始至终都对工作充满了兴趣和挑战。培养方案
的设计应该涉及到保护区管理的全面需求，但在所有旅游业的指
导指南中，我们更强调以下方面培训的重要性：


与游客和社区的关系；



财政计划和业务技能；



环境科学教育；



解决矛盾的能力；



生态研究和监测；



巡查和执法。

10.5.2 发展机构
发展机构主要是激发员工的集体工作活力。该方案主要致力
于提高工作质量，组建班组，确定相似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坦诚
的、效忠的工作环境。而且，这里给出都是一般性的建议，可以
所有公园的管理都依靠专业的、敬业的公园管理者。© Paul F. J. Ea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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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解决保护区内令人棘手的游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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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话，就必须要建立评估过程。报酬的多少与业绩挂钩将有

10.5.3 职业发展

助于措施的顺利实施。

职业发展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一部分。它的重点是员工自己以
及为机构准备未来人才。培养和提升现有员工有许多正面效应，

Algorquin 公园的艺术廊，加拿大安大略省

如让员工对工作满意，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目的有方向地
尽职尽责。保护区当然也可以从职业发展中获得利益，如训练有
素的员工都富有热情和活力，招聘和录用的成本就会缩减。
职业发展主要包括认证方案、文凭和学位以及试用期以及培
训课程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作用。最近通过高科技手段的使用，较
偏僻地区的保护区员工都可以通过函授和远程教育来提高自己的
技能水平。

10.6 业绩评估
业绩评估或评价可以为保护区管理人员做出战略性的决定提
供基础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收集、分析和评价员工业绩得到的，

历史久远的公园有着独特的文化。艺术品为公园及其环境的发展和
文化特征扮演了重要角色。© Paul F. J. Eagles

它可以让经营者知晓员工们的工作情况，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
还可以提供进行变动的原因。一个有效的评估系统可以用来判断
人力资源管理是否有助于实现保护区的目标。收集的资料还可以
用来验证当前人力资源发展需求是否可行，验证员工的招聘、录
用、培训和支付报酬的方式是否合理，并最终评价人力资源方案
的成功与否。
由于业务不同，评估方案也会不同，所以每个保护区都要建
立能反映自己独特价值、目标和目的的业绩评估系统。评估系统
让雇主和员工都去评价和讨论业绩，这样也有利于交流。在评估
的过程中，雇主和员工的共同努力。能达成一致的目标，这会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让各方权益得到认可。
但是，奇怪的是，很少有保护区具备可行的员工业绩评估方
案。将报酬清单与计划目标完成情况（如执行管理计划）挂钩的
更是少而又少。所以如果机构想要严格实施各项措施，包括管理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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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影响，管理人员应当了解并控制这些影响。通过保护区合
理的计划方案，确定旅游业的相关目标，建立指标体系，通过对
指标的定期测定，分析评估收集到的资料，管理人员才可以决定
解决问题的措施。

11 保护区内的旅游监测

2．监测服务质量：计划方案也可以确定为游客服务所需要
的经验。监测服务质量主要包括收集满足游客需求服务的履行情
况资料，并进行分析和评估。

11.1.1 监测什么？
计划方案中的指标确定得越早越好，指标与易受影响的问题

11.1 为何监测？

或条件有关。监测可以为经营者提供有关建立保护区价值的基本
监测是任何计划或管理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没有

资料。因为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要慎重选择指标。而且，由

监测，经营者就无法知道他们被期望或给自己所建立的目标进展

于指标的适用性可以随时间不断变化，所以应当定期地审核它们

情况。监测是系统地定期分析生物物理和社会状况的关键指标。

的适用性。

“系统性”意味着必须具有明确的计划以建立指标体系，描绘它

与保护区旅游业相关的监测指标，以下几点必须说明：

们怎样和何时进行监测，并如何利用监测结果。“周期性”意味

1．能识别旅游业发展或保护区管理的状况或结果（如人类

在预定时期进行指标测量。本章概括了研究和执行监测计划中与

活动对保护区影响的程度，旅游业的年收入），而不是投入（如

保护区旅游业相关的部分。

项目成本）
。

尽管管理经验是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系统的监测会

2．是可描述性的，而不是评价性的；

给管理工作提供更安全的保障。对形势的主观印象是远远不够

3．是较易测量的；

的，公众需要看到决策的依据，并确保这些依据是通过科学可靠

4．最初只有少数几个关键的监测参数。

的方式收集来的。没有这些监测所提供的关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

大自然保护（TNC）审核了拉丁美洲保护方案的监测方法。

资料，管理人员就不能对公众所关注的事情和评论做出反应，就

他们发现，当监测方案所阐述的影响和威胁，以及处理的问题同

不能正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也不能判断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的有

时影响投资者和保护区时，十分有效。

效性。而且，如果管理人员没有实施监测，而其它人却实施了，

TNC 列出了用于监测的参数必须涉及到的各种影响：

这样监测就会产生偏差。然而，监测需要有充足的资金、训练有

1．对保护区和周围土地的环境影响包括物理和生物影响（通

素的员工，以获取信息，并花大量时间来执行。实际上，由于许
多监测的素材不是很容易得到，使得结果不是很理想。

常定量测定）
；
2．对游人的经历和心理影响（通常定性）
；

保护区旅游的监测主要有两个方面：

3．对社区和保护区的经济影响（通常定量）
；

1．监测游客的影响：进入保护区的游客会对当地环境和社

4．对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通常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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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和基本设施对保护区和周围土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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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效果未知的区域。例如，有许多对娱乐活动对土壤、
植被和营地状况影响的研究，但很少有对重建技术影响及休闲娱

专栏 11.1

Makira,Solomon 岛和 Irian Jaya/papua,印度尼西亚：生

物多样性保护网监测生态旅游活动
保护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在这些生态旅游项目中，环境指

乐活动如何影响重建的研究。
4．信息落后的区域监测项目将提供有关旅游和保护区状况
和趋势的资料。

标不是作为独立变量，而受生态旅游和其它产值活动（如所罗门岛的坚

11.1.3 何时监测？

果收购）共同影响。
在马克耳所罗门岛，指标包括：

1．调查人员（包括导游和游客）所测定的果鸽频率；
2．年度社会经济调查。
在伊瑞朗—爪亚/巴布亚，珊瑚礁生物状况的指标包括：

1．样地内所捕得的蝶鱼、活珊瑚和其它鱼的数目；
2．沙滩垃圾数量和一系列社区的社会经济指标。
马克耳的监测项目导致管理措施的变化，包括猎鸽的季节限制和杀

经常碰到的问题有：“哪个季节测定营地影响？”或“何时
计算路人（在平时、高峰期还是该季节随机选择某些天）？”时
间的确定取决于监测的指标，有关游人影响的研究可用于确定再
次测定的最合理频率。
环境影响十分明显时——如过量使用的道路导致了塌陷，可
选的管理方法就减少了。然后只有减少参观人数或限制游客活动

虫剂禁令。而伊瑞朗—爪亚/巴布亚的监测项目导致了试验移植珊瑚礁，

（虽然经常是必要，但存在政策上的困难），或通过加固增加环境

给政府部门带来压力，停止破坏珊瑚礁。

对抗性（难以从资金上得到基础设施和维修的预算）
。但若更早监

这些例子证明监测可以引起社区关注，并改善管理行为。

测到影响并及时采取修复措施，将会减少影响和经营成本。

资源来源：罗马，1999

11.1.4 谁来监测？
专栏 11.1 展示的是利用监测项目解决生态旅游影响的一个
例子（来自自然保护组织的研究）
。

11.1.2 哪里监测？
监测应集中在：
1．问题非常尖锐或（和）员工或游客指出要关注的区域，

也许人们认为，监测需要专门培训的人员，在项目中某些较
专业的领域确实如此。但其它领域可以让这些部门和人员参与：


野外工作者和巡护员；



当地社区；



地方学校和大学；



支 持 保 护 区 研 究 的 专 家 旅 游 者 项 目 ， 如 Raleigh

这些区域可能包括：条件受限或违背现行标准的地方（如营地条
件的一点细小变化，会导致营地不再被接受甚至关闭）；特别是
重要价值受到威胁的地方；环境迅速变化的地方。

International 和 Earth watch；


旅游经营者；



游客（如到 Itala 保护区，Kwa Zulu/Natal 的游客，使

2．实施新的管理措施的地方（如管理计划欲引入野生区，
以减少游人的数量或改变游人行为，经营者应考虑在这个区域实
行监测，并确定如何实施）
。

用发给的观察卡来帮助定位野生生物的活动）
。
专栏 11.2 概述了工作人员、管理员和科学家共同参与的监
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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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2

保护区监测项目 Noel Kemptt Mercardo 国家保护区，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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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能力相吻合 — —监测方法必须在保护区管理能
力范围内实行（若要求其它资源必须指明）
。

维亚：共同的努力
在这个国家保护区，生态旅游点，简单的生物监测由自然保护署合

TNC 已经建立监测方案的指标，见专栏 11.3。

作伙伴、FAN 和玻利维亚国家保护区系统倡导。
做什么？他们监测大型动物和濒危物种。因为没有社区，所以没有
文化和社会经济影响的监测。
谁参与？护园保护区和 FAN 工作人员负责，最近自然保护署的导
游也参与进来。
如何做？他们使用访问科学家们推荐的资料收集方法，自然导游收
集有关鸟类和动物景象的资料。
结果如何？收集的资料帮助工作人员更有效地计划和管理，现在他
们都更清楚地知道陆龟何时筑巢，何时产卵，当地人何时最需要它们，
何时鱼迁徙，而且他们还有基础数据以估计未来的影响，特别是如果生
态旅游再发展时。

专栏 11.3

自然保护署的监测项目指南

1．监测必须融入整体规划和管理之内；
2．监测必须建立在保护区管理和社区发展目标基础上；
3．必须发现和分析复杂的影响因素；
4．必须慎重选择用于测定的参数和方法，选择良好指标的推荐标准。
 可测性

 准确性

 精确性

 实用性

 连续性

 信息的可取性

 敏感性

 收集和分析的成本

与实际旅游活动的关联度

资料来源：罗马，1999
网站：http://nature.org/aboutus/travel/ecotourisim/resources/

5．选择标准或可接受范围用来确定参数时，有几个因素必须要考
虑（对生物参数而言，最重要的是确保维持种群数量和基因多样性的最
低水平，当考虑游人的反应时，最重要的是意识到游人通常识别物理和
亲身体验的影响比识别生物的影响更准确。）

11.2 监测系统的特征

6．地方持股人参与是关键。在发展地区，当地社会越来越强烈地
要求参与保护区的建设、规划和经营管理。因此，影响监测的内容不仅

监测应该建立在有组织、有系统的方式上，以下是理想的监
测系统应具备的特点：


仅包括保护区自身。

7．监测的方法和结果分析必须方便操作，所需时间和资金也最少。

有意义的参数——所测定的参数应提供有利于改善管

8．必须认真分析监测的结果，以确定合理的管理方式。

理的信息；

9．监测必须产生专业性的管理方案和意识构建措施。



精确的结果——结果应反映实际情况；



可靠的系统 — —监测应提供可重复性的结果，以便得

资料来源：罗马，1999
网站：http://nature.org/aboutus/travel/ecotourisim/resources/

出可靠的结论；


能监测变化 — —系统必须能监测出由于人类活动和环

11.3 监测方案的形成

境波动所产生的变化；



可操作性——监测设计必须考虑机构资助和执行所建

一项正式的监测计划需要以科学和专业的方式效忠于监测方

议方案的能力；

案。这主要有几个原因：计划的制定过程需要有远见的考虑，需

便于执行——方案尽可能简单明了；

要计划者评估该计划所预期的目标，向其它人展示有计划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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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专业人员发表意见。而且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会不断地进行调
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式的监测计划将会有助于监测的持续性，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D）评估和升级监测
10）评估监测方案和远程执行

这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经营措施的效果在几年

资料来源：罗马，1999

之内会立竿见影。

网站：http://nature.org/aboutus/travel/ecotourisim/resources/

为了保证有效性，监测计划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目标和基本原理——监测计划的目标直接与保护区管理
计划中的目标相关；

11.4 研究

2．指标——选择的指标应最能反映所监测的状况；
3．监测程序——监测的频率、时间和地点，以及使用方法

研究能给旅游管理带来新知识、新视野和新程序。在研的项
目通常能揭示对计划管理有价值的趋势和模式。所有投资者都会

说明；
4．监测数据的分析和显示——信息分析方法和结果显示方法；

受益于研究成果。当保护区管理潜心于支持旅游的研究，当所有

5．人员——监测职责的详细说明，有效地将监测任务融入

保护区的员工和所有私人从事旅游工作的人都知晓了研究成果并
运用在实际工作中时，取得的效益将最明显。

到保护区的全面管理措施中。
自然保护组织推荐适合发展和执行旅游影响监测计划的步骤

鼓励和管理保护区旅游业研究的几个关键指南：
考虑囊括各种各样的研究者，研究可以包括管理处或公司员

如下（见专栏 11.4）
：

工、顾问、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参与，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也可以在
专栏 11.4

发展和执行旅游影响监测计划的步骤

支持和鼓励的氛围中以较少的成本完成。Harmon 提供了其它的
指南来协助保护区管理人员在合作和经营方面进行研究。

A）监测计划的制定

对研究开放的态度：保护区管理人员鼓励潜在价值的研究是

1）成立执行委员会

非常重要的，一些机构为此还特地列出了对保护区管理有潜在价

2）举行社区会议

值的研究课题清单。为了便于使用，清单包括研究题目、课题描

B）发展监测方案
3）确定监测的影响和指标

述、与机构相关的名字、可能的研究地点和资金来源，更为理想

4）选择监测方法

的是清单应以硬拷贝和电子形式制成，以方便这些研究的合伙伙

5）确定可承受变化的范围或程度

伴获取。

6）形成可操作的监测计划

创建一个研究许可程序：许多保护区机构都建立了研究许可

C）实施监测和结果应用：
7）培训员工、经理和社区代表
8）实施监测和资料分析

程序来筛选合适的课题，帮助保护研究记录，并为研究创造条件。
一般要求所有研究人员提供一份研究出版物给保护区。没有遵循
许可要求的人可能会受到惩罚，诸如取消他们未来某一时间的研

9）呈送监测结果

究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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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研究人员和机构提供实际帮助：一些保护区机构采取特别
的方法去鼓励定向的保护区研究，主要有：


承担在大学和保护区机构招聘研究负责人的费用；



为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设备和食宿；



建立具有保护区所有研究成果的图书馆；



创立已有研究的数据库；



在保护区内为研究人员提供交通便利；



培养员工对研究人员和研究持肯定态度。

12 结论

利用保护区员工或顾问从事旅游业研究：这样，研究就可以

通常保护区只有在有足够多的人参观并欣赏以后，并在政策

用在保护区和机构以外更大的研究团体。大部分保护区都不能很

予以支持，使它们能够生存时，保护区才能得到认可，保护才能

好地向大型研究团体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控股者却对研究成

得到加强。保护区旅游是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一个关键部分。

果很感兴趣。当一个机构将自己的资料提供给外面的研究员进行

这些指南为理解保护区旅游和管理提供一个概念上的资料。

重复研究，这一举动将被视为负责任的善举，因为这些资料可以

也为管理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并包含给予策划者与管理人员的

进行再次加工处理分析。

实践指导，实现保护区的可持续性旅游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虽然

让私人旅游从业人员参与：在一项保护区旅游研究方案中，

考虑其长远目标很重要，但制定一些实际的中短期计划目标也是

常常有合作伙伴愿意资助并提供帮助。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

必要的。个人、企业与组织必须明白，利益的获得是一个远期目

在保护区的研究上。公—私合作为鼓励保护区旅游研究开拓了积

标，不要期望在进行可持续性的实践之后，立马取得效益。事实

极的方向。

上，仅有一小部分效益会立刻显现，更大部分都必须依赖于多年

交流研究成果：这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保护区人事部门

不断的努力。

通过讨论会、专业讲座和直接邮寄的方式积极地推广研究成果。

对于保护区的策划者来说，制定一些影响决策过程的奖励办

研究成果的汇编对于保护区和学科领域来说都是有帮助的，研究

法很重要。促进和鼓励政府、当地居民以及国际组织保护生物与

成果应该以专业人士可以接受的形式和理解的语言表达。许多保

文化的多样性是很有必要的。所有现存的法律法令与经济政策均

护区的注释方案就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给游客看，其实反过

需经过复审，以便寻求与指定有利于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奖

来它也可以提高旅游管理的效率。对于有特别的生态旅游方案的

励措施，并且消除威胁生物多样性与文化系统性的法令与政策。

保护区来说，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私人旅游从业人员和自

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们应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与众股东进行交

己的员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管理人员就是通过与私人旅游从业

流，只有取得全社区的广泛支持，管理工作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人员的定期会议实现这一目标的。

这些指导原则认为国家及国际组织应该去鼓励政府在以下几个关

用酬金促进研究：一些机构给旅游研究者提供报酬。这也会

键领域进行改善：

鼓励和支持良好的研究工作并进一步研究。在研的研究项目还需

1．有法必依，并有足够的执行资源；

要保护区高级管理人员的不断支持和鼓励。

2．制定关于保护区与旅游业管理的国家性政策（包括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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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资源保护为内容的教育）
；
3．制定每个保护区的管理计划，这个计划应包含旅游在内
的所有活动，以实现目标并使资源合理利用。
目前，大量来自旅游的资金流通常返回大都市，而从保护区
自身不断外流。投入与分配一些旅游收入到当地社区，以此让当

附录 A 旅游相关定义

地居民看到保护区旅游的直接经济效益，这总是一种有益行为。
因此，决策者与管理人员应积极使当地经济效益最大化。
使用一些标准化的旅游词汇对于监测、统计与报告来讲是十
分重要的。
本附录包含一些世界旅游组织关于旅游的一些定义。
（1）旅游者：离开通常居住与工作的地方，前往并停留在
其目的地，以实现休闲办公或其它目的，且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
的人。
（2）旅游：离开通常居住与工作的地方，前往并停留在其
目的地，以实现休闲办公或其它目的，且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
行为。
（3）本国旅游：指某国的常住居民在本国境内的旅游。
（4）入境游：指某国的非常住居民在该国的旅游。它一般
按居住权，而非国籍区分旅客。
（5）国籍：签署护照的政府（或其它身份证件）的政府，
即使经常居住在另外一个国家。
（6）出境游：指常住居民到他国旅游。
（7）国内游：包括本国游与入境游。
（8）国民游：包括本国游与出境游。
（9）国际游：由出、入境游组成。
（10）国际旅游者：指离开常住地到其它国家不超过 12 个
月的旅行，并且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报酬的行为。
（11）本国旅游者：指到其常住地以外的境内地方且不超过
12 个月的旅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体验赔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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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过夜游客：指游客至少在旅游地的集体或私有旅馆居
住至少一晚。这一定义包括通过巡航船到达某国并每晚回船休息
的游客，即使这艘船在港内停留几天。它也包括游艇主人或游客
和随旅行团在火车上的旅客。
（13）当日游客：指不在旅游地过夜的游客。

附录 B 保护区旅游一些定义

（14）旅游支出：旅行者或代表游客在目的地旅游和居住的
总消费支出。
对于保护区旅游的监测和报告来说，使用标准化的表示方法
与术语是十分重要的。本附录包含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的一些词汇
定义。
参观：指一个人进入该保护区或保护区的地域，包括陆地和
水域，实现保护区所允许的目的的一种计量单位。
每一个进入保护区的参观者都构成一次参观统计。通常，参
观数统计没有停留时间的信息，然而收集停留时间的信息有利于
计算参观小时数和天数。
参观量：一定时间内的参观总数。
参观量一般以天、月、季度或年为单位计算。
参观者：指进入保护区或保护区的地域和水域，在允许范围
内从事活动的人。游客不指在保护区里工作和长期居住的人。
通常所允许的参观活动指保护区的户外休闲和历史景点的文
化欣赏。
进入者：进入保护区或保护区的地域和水域的人。
一个保护区的进入量通常大于其参观量。进入量不仅包括所
有的娱乐性及文化性的参观数，也包括在保护区中进行与参观无
关行为的数量。例如，进入量可能包括保护区参观者、只是开车
穿过保护区的人、穿过保护区一角的当地人或保护区工作人员
等。这些非游客不是为了娱乐或文化需要来到这里，但他们确实
使用了保护区资源，如道路，并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他们的行为
也必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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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者：到相对没有被影响或污染的自然地区，对其景
观、野生动植物和任何尚存的文明痕迹，进行专门研究、欣赏和
享受的人。
野外旅行者：在进入以保护那些形成物理生物特色的自然过
程为管理目标地区旅行的人。在该地区机械化和资源开发活动是

附录 C 美国国家保护区服务的旅游政策

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的，娱乐是一个合理的用途，但它要服从于环
保的目标。
探险者：进行艰苦的野外旅行的旅行者，经常选择以自然风
光或物理特性而闻名的偏远地区，包括风险的活动。

“95 年白宫旅行和旅游业会议”为土地管理机构与旅游业

汽车宿营者：为与家人和朋友到城市或郊外去旅行，进行社

之间更密切合作和相互理解建立一个基本框架。许多地区和州级

会活动的人。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社交满足是主要目的，而学习、

的旅游会议已经让企业管理人员与旅游从业者坐到了一起。这一

教育、寂寞程度和兴趣，行为是其它的重点活动。

对话促成了下列政策中的许多原则。

文化遗产包括：

国家保护区服务政策包括：

历史遗迹：包括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有特别价值的

4.1 发展并维持与国家旅游及出行办公室和其它公共与私人

建筑作品、纪念性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具考古性质的文物或结构、

组织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建设性对话与更深层次的努力。使用各种

碑文和洞穴等各种特征形式的组合。

战略，包括让各机构成员（但并不局限在成员范围内）参加会议

建筑群：因为其建筑风格，同种性质或在风景中的位置，而
具有特殊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独立或相连的建筑群。
遗址：具有特殊的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人类作品、人与
自然的杰作和包括考古遗址在内的地区。
文化旅游者：热衷于自然历史、人文历史、艺术、哲学和其
它民族、国家的风俗文化的人。
遗迹旅游者：全部或部分出于对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
部落或风俗习惯的历史或遗产的兴趣而来的旅行者。

和研讨会以及使用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各种信息资源。
4.2 与产业专家合作，以实现可持续的旅游。这种旅游融入
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关注，并支持保护区资源的长期保护和游
客所感受的质量。这将被看作是鼓励服务署、旅游业，包括保护
区特许经营权获得者进行环境管理的一个机会。
4.3 鼓励有利于展示多元性和欢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年龄
和不同体质、不同经济条件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来保护区进行
参观等实践活动。
4.4 通过促进游客和旅游产业对当地文化，习俗和利害关系
的理解与感受，来培育与园区邻居们的友好关系。
4.5 为保护区的游客提供价格合理的指导培训及信息服务，
如果资金及合伙允许的话，对处于参观计划阶段的，在保护区出
入口的社区中和在保护区适当的路段起始点提供相同的服务。作
为努力的一部分，服务署将确保为参观者提供服务的人拥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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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通畅性，以提供保护区活动与资源的准确信息，包括当前
情况和季节性变化。

4.15 建立并维持通讯与传输网络，解决因保护区的紧急事
件与临时关闭所带来的影响，这样国家旅游办公室及包括旅游团

4.6 寻找其它一些实践努力，如整体规划的运用和标注公尺
的标志和宣传品的使用，这将为所有游客带来安全感与亲切感。

体和旅游相关行业能够最迅速和准确地获知保护区服务恢复的时
间。

4.7 鼓励参观者去知名度不高的保护区和参观量不大的保护

4.16 把保护区关键资源、保护和恢复措施的现状，告知参观

区；在非高峰期、工作日和一天的某些时段开放这些地区，对保

者、国家旅游办公室、保护区出入口社区和旅游相关行业部门，

护区周围一定范围内与游览相关的参观，可提高游客体验的完整

使人们普遍理解为了真正保护资源所必须做的事情，为现在和将

性，并有利于资源保护。

来娱乐所用，以及这样对保护区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

4.8 明确指出关系着旅游业的长期发展趋势，以及与保护区
规划与管理决策的关系。

献。
4.17 发展新的合作关系来帮助服务政策相关的优先计划的

4.9 在为出入口社区服务与保护区旅游运营进行规划或提供
建议时，要展现保护区的需求及其现实状况，因为这会影响到保
护区参观量、资源、参观服务和基础建设等。
4.10 要加强保护区的经营者与其它旅游业从业者之间积极
和有效的工作关系，以提供参观者高质量的服务。
4.11 明确所需要的资源条件和参观者的感受，研究确定能

实施，寻找与工业部门的合作机会来为产品与项目提供资金，这
些产品和项目也有助于完成国家保护区服务署的使命。
国家保护区服务旅游署主任 17 号令
签字：Robert Stanton 执政官，国家保护区服务
生效日期：1999 年 9 月 28 日
失效日期：2003 年 9 月 28 日

够支持且具有科学根据的保护区承载力，作为考虑社区可接受的
参观者数量与类型、娱乐设施利用、旅行和服务的根本依据。为
每个保护区定义承载量是国家保护区服务署计划的一项成果。
4.12 参与并监测旅游产业的研究，数据采集和营销主动权，
以保证服务署能全面掌握参观者的人数及其变化趋势。
4.13 与同仁合作，提供及时、准确和有效的保护区信息，
并确保在宣传材料及广告上描述真实的情况，如安全状况、对资
源状况敏感的娱乐行为，包括尽早提供管理方式和费用发生变化
等信息。
4.14 当与保护区资源保护与预算需要相一致，并且可行时，
必须安排资源管理的工作日程，如指定的耗费时间和途径以吸引
游客，并确保在旅游高峰期提供服务，这有助于把对参观者及相
关企业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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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动植物地区其最合适和最可接受的资源。
关系：这个方法将把以 ROS 概念为基础的利用等级机会和
系统合成方法合并起来，形成 USNPS\VERP 框架。
优势：其最终结果是一种以定义的每一利用机会等级可接受

附录 D 五种游客者管理框架的比较

改变的限制为基础的地区的策略和战术计划。这样，改变指标能
被使用来监控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
弱势：这个方法集中于问题和关注，这些对接下来的数据收
集和分析有指示作用。策略和战术方向在当前没有问题和关注

在 6.3.1 节中提到，一些游客管理框架已经发展起来，这个

时，不可能提供管理主题。

附录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分别如下：


可接受改变的范围（LAC）

游客影响的管理过程（VIM）
：



游客影响的管理（VIM）

由 USNPS 和保护协会的研究者共同制定，并为 USNPS 加



游客经历和资源保护（VERP）

以使用，这个方法陈述了相关影响的 3 个基本问题：问题条件、



游客活动管理程序（VAMP）

潜在影响原因因素、潜在的管理策略。



娱乐机会分析（ROS）

程序步骤：

可接受改变的范围（LAC）
（见表 6.3）
：

1．开展预评价数据库的审查

LAC 是由美国森林署的研究者制定出来的，用来管理所关

2．回顾管理目标

注的娱乐活动的负面影响。这种方法确定适当的、可接受的资源

3．选择关键指标

和社会条件，以及需要保护或实现这些条件所采取的行动。

4．选择关键作用指标的标准

程序步骤：一共分为 9 个步骤，通常称之为循环的步骤。

5．对比存在条件和标准

1．确定地区关注和问题

6．确定影响产生的原因

2．定义和描述利用机会等级（以 ROS 概念为基础）

7．确定管理策略

3．选择资源和社会条件指标

8．实施

4．列出存在的资源和社会条件的目录

确定以管理目标为基础的每一指标的标准，这个标准详细说

5．详细说明每一利用机会等级的资源和社会条件标准
6．判别利用机会等级配置的其它方法

明了这个作用的可接受限制以及适当的水平。
最适合的应用对象：这是种以 LAC 相当的灵活的方法，它

7．判别每个可选方案的管理行为

可以应用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中，并且它可以提供一种相似的方法

8．评估和选用首选管理行为

来评价和确定存在的影响和特别的原因。

9．执行管理行为和监控行为的条件
最适合的应用对象：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一种手段，用来决定
197

关系：如 LAC，这种方法已经把 VERP 系统合并在一起
（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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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这种方法为科学和理性判断思考提供了一个平衡的使



管制区域

用方法，它强调理解原因因素来确定管理策略。这种方法同样为



资源和社会指标，以及相关标准，在程序首次测试地

管理策略提供分类方法以及为评估它们提供模型。
弱势：这种方法并没有使用 ROS，它仅仅是陈述当前作用的
条件，而不是评价其潜在的作用。

Arches 国家公园的每个区域内都已完善。
最适合应用的对象：VEPR 体制的构想和设计是 USNP，一
般管理计划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解释性的、复杂的程序尝试将管
理计划和运营计划结合成一个应用过程，强调关于资源值数量和

游客经历和资源保护（VERP）
：

游客游览地数量基础上可持续能力的策略决定，结果为一系列有

由 USNPS 制定，是一种新的方法，用来解决根据资源和游

指标和标准的期望前景状况。

客经历的质量来确定的承载容量。它包括对未来期望资源以及社

关系：这个程序特别提及了 LAC 和 VIM，而没有提到 ROS

会条件的陈述，并决定哪种使用水平更合适？在哪使用？何时使

和 VAMP，VERP 与 VAMP 和 ROS 的基础程序是类似的，而且

用？为何使用？

被看作 LAC 的组成部分（见表 6.3）

程序步骤：

优势：正如 VAMP、VERP 是一个全面的程序，它集中了小

1．组织一跨领域项目小组

组成员的智慧，受政策和公园目的陈述的指导，它指导在使用重

2．公众参与计划的形成

要性和敏感性陈述过程中的资源分析，游客游览区重要因素定义

3．公园目的陈述，公园主题重要和主要说明，指示和限制

说明，指导游客机会分析，管理中注意分区规划。

相一致的计划

弱势：在不同环境中为使提议顺利通过还需要做额外的工作，

4．公园资源和现存游客使用资源分析

没有决定游览区及其指标在 Arches 国家公园之外还未发现，对指

5．对潜在范围内（潜在的指定地区）的游客地和资源状况

导管理行为提供信息有效监控的意愿和能力也必须接受测试。

的描述
6．将潜在地区分配为公园内的特殊地域（规定管制区）

游客活动管理程序（VAMP）
：

7．为每个地区选择指标和特定标准，形成监管方法

此程序为加拿大公园首创，作为加拿大公园管理计划体系中

8．利用资源和社会指标来监管公园

自然资源管理程序的辅助程序。这个程序为新公园的规划和管

9．采取管理行为

理、发展中的公园和已建公园提供指导。

因素、指标和标准：计划程序中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程序步骤：此程序适用基于管理项目内等级决策模式，管理



公园目的陈述

计划决策与通过适当的教育性和娱乐性活动为游客游览公园的不同



公园重要性陈述

级别设施选择和创造机会有关，对每个活动管理和传递的决策反映



主题的主要说明

在服务计划中，VAMP 的基本规则包含在三个加拿大公园文件中：



资源价值、规范和敏感性



导游规则和运营政策



游客体验机会



管理计划手册



游客使用的资源附属物



游客活动手册

199

200

附录 D

管理计划程序的一般步骤是：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源管理程序解决。
关系：全部计划为创造和管理加拿大公园管理计划项目的游

1．制定参考的项目条文
2．确定现有公园目的和目标说明
3．组建关于公园生态系统和设施，潜在游客教育和娱乐机
会，现有游客活动和服务以及地域背景的数据库
4．对现在传统主题界定，资源承受力和持续能力适当的游
客活动，地域中公园的作用和个人作用的分析
5．制定在这些设施下游客可选择的活动、支持的游览区域，
游客市场部门，导游服务水平和区域及个人的重要程度

客机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体制。
优势：在不同级别基础上的全面决策制定程序，得益于分析
机会和影响时所需要的建设性思维，它将社会、社会规律同游客
机会市场结合在一起。
弱势：虽然在服务计划水平上有较好的发展，VAMP 在管理
计划水平上仍不具有其应有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游览区域机
会”定义没有在管理计划或区域内建立起来。

6．创建一个公园管理计划，包括公园的目的和作用、管理
对象和准则、区域间关系、个人在其中的角色
7．实施——为公园保护和公园服务计划设立优先权
因素、指标和标准：在制定指标和标准过程中应考虑的因素
包括：

娱乐机会分析（ROS）
：
由美国森林署和土地管理局研究人员制定，主要是为了响应
不断增长的娱乐性要求和稀有资源过度利用的矛盾，以及在一系
列的法律法令中对自然资源的规划采用综合全面方法的要求。此



游客活动文件

程序由六种土地等级组成以帮助理解自然、生物、社会和管理的



种类

关系，并且设立旅游机会管理的参数和指南。



数量、多样性、地域

程序步骤：



游览地/利润来源

1．影响游客游览的详细目录和三维地图，即自然的、社会



游览范围所在阶段上的服务支持和设施



利益相关的文件

2．完全分析



主题陈述分析

a）环境易变性确定



资源价值、规范、敏感性

b）娱乐机会等级定义



现有法律、政策、管理方面计划

c）森林管理活动计划



游览范围所有阶段的现有服务和设施

d）识别矛盾并提出缓和建议



区域活动/所提供服务

3．时间表



所供服务满意度

4．设计

最适合的应用对象：具体程序仅限于加拿大公园的计划项

的和管理的因素

5．执行计划

目，与自然资源管理程序类似，基础的 VAMP 包括 ROS 的规则，

6．监控

这个体制得益于并且可能容易包括 VIM，LAC 和 VERP 的规则，

最终的结果是确定了每个布局中（6 种土地等级——从原始到

关注的焦点在于机会的估计，但更加精确的影响问题则由自然资

城镇）所期望的体验机会，以及经历指标、管理参数和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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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指标和标准：7 种布局指标已经确定了，它们代表了
旅游布局的各个方面，并且有利于管理者控制旅客的体验范围。
1．准入
2．远程管理

附录 E 欧洲保护区可持续性旅游宪章

3．可视化特征
4．景点的管理
5．游客的管理
6．与社会的交往

在欧洲，以旅游为目的的保护区的重要性强调了对健全管理

7．游客的影响
美国森林署为每一个指标和每个土地等级制定了相应的标

的需要。促进健全管理的途径之一，是确立一种便于实践、定义、

准，例如，依据旅游容量、接触频率，以及所需监督管理的力度

了解该区域的模式。在欧洲委员会和 EUROPARC Federation 帕

来确定远程指导、远程管理和游客密度标准。

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自然公园规划（表 7.4）的支持下，欧洲关于

最适合的应用对象：这种方法能应用于所有的风景规划实

可持续旅游的宪章有了发展。PAN 公园计划以与自然基金会可相

践。然而，分析的本质在于，这些指标和标准都应依据该区域的

比拟的首创精神，集中于一些大型公园，此类公园都遵循相似的

目标，以及法律要求和管理责任来确定。

原则，却能够提供不同的野外体验。欧洲委员会认为这两个计划

关系：这种管理模型方法已经将 LAC 系统合并在一起（见
上面和表 6.3）
，也可以和 VIM 一起使用（见上面）
。VAMP 已经
认识它的重要性（ditto），但是受阻于当前加拿大公园署的分区
制度。

为全面推广其“自然 2000”保护区网络工程并能够扩展良好的
实践打下了基础。
欧洲宪章产生于五年前，最初使用了 10 个试点公园和一个
顾问团所提供的信息。该顾问团由 25 位可持续旅游业的专家及

优势：这是一种有规则的实用的方法，能够使管理者从下面
三个方面开展合理的管理：

旅游业经营代表组成。宪章用于确认公园是否为可持续旅游的发
展和管理建立了合适的机构和程序，也接受每个公园须有一套可



资源的保护

持续发展的长期政策和行动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必须由旅游，



公众使用的机会

资源保护区，地方团体利益的地区负责人经过周密讨论并详细阐



组织有能力满足当前的条件

述而成。

它将供给和需求联结在一起，并能够与其它方法结合成为一
体化，并确保为公众提供旅游机会的范围。

2001 年的第一轮申请中，依据宪章有 7 个公园通过认证，
目前一个更长远的申请计划正在进行和发展中。每一个申请的公

弱势：娱乐机会分析，它的布局指标和标准必须在作出抉择

园必须正式同意一些原则，并提交一个陈述其行动计划的报告。

和决定前为管理者所接受。意见不统一将影响其它的计划项目，

该报告必须由 EUROPARC 派来的外部人员来核实，核实人员要

ROS 地图需要和每个地区的物理和生物物理特征相联系。

参观该保护区并与相关的负责人和公园管理部门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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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进宪章，提出的一些重要条款包括：


制定关于保护区且有利于保护区本身的程序的必要性

所有此类签订程序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长期执

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

共同努力

3．在保护区以内和周围要解决旅游业的发展和经营带来的所有直
接影响。

行。概念上，它们只需要外部机构如欧盟的支持和资助。然而实

准备并执行一项策略

际上，它们还需要那些现实中受到影响的人和机构来承担义务，

4．准备并执行一项保护区可持续旅游的长期政策和行动计划。

包括保护区本身。他们应该认识到鉴定的价值，否则鉴定就不值

提出关键性条款：

得进行，而只不过是大量的学术练习，且最终会失败。

5．为所有来客提供各方面的高质量的体验。



6．鼓励提供特殊的旅游产品，促进对该区域的发现和了解。

简明化的重要性

事后认为，发展的阶段过长。保护区关于宪章的要求和资料
太复杂了，因此管理者包括一些试点公园的负责人，不愿意使用
这种要求和资料，所以信息和方法必须简明化。


公园行动基准的作用

宪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来衡量公园的行动是否达成

7．关于区域特性与来客进行有效的交流。
8．在旅游业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增加对保护区和可持续性观点的
了解。

9．保证旅游业的支持作用，不致降低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10．以旅游为途径和以旅游为目的来保护和加强该地区的自然和文
化遗产。

良好的习惯作法。核实都报告给保护区以及评价委员会。这个程

11．以旅游来促进地区经济利益的增长。

序，对提升管理标准有直接的帮助。在依据宪章通过的所有保护

12．监测和感化来客，以减少负面影响。

区内，该程序的进行须遵从对于其某些确定弱点所制定的建议。

以上的目的和要求形成了宪章的准则。3－12 条款列出的要求，这



对地区利益的提高的外部促进作用

宪章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能同时促进该地区的利益，例如在

样是否坚持宪章就变得有案可查。
网址：www.parcs-naturels-regionaux.tm.fr

西班牙 Zona Volcanica de la Garrotxa 公园，在共同努力通过认证
的过程中，一个评价很高的旅游部门团体的网络系统壮大起来，
为确认而进行的公众宣传也利于提高当地人对可持续旅游和公园
的作用的认识。
欧洲保护区内可持续性旅游宪章
基本目的和必要条件：
根本目标：

1．要认识到欧洲保护区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应该
被当代和后代保护和共享。

2．在保护区内可持续地发展和经营旅游业，要考虑到环境，当地
居民，当地商业和来客几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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