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旅游文化节

生态旅游节庆权威品牌，全国县域绿色发展盛典

旅游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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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简介

成立
时间

•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于1981年5月，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怀下，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

成立的国家级学术团体。

理事
会长

•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杜润生，著名土地管理专家王先进，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先后担历届理事会理

事长。现任第五届理事长兼党委书记为柳忠勤同志。

发展
宗旨

• 学会秉承于光远先生的“大国土”理论，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以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

续发展为宗旨，以学会在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文化旅游部等19个国家委、部、局，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19个国家级

科研教学单位工作的理事、专家为团队，围绕核心、服务大局，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促进中

小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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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理事会理事长

• 著名经济学家

•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创始

人、提出“大国土理论”

• 中国社会学科院原副院

长

于光远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长
• 著名经济学家

•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

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

•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

之父”

• 1982年到1986年，连续

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

“中央一号文件”

杜润生

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长
• 第八、九届全国大环资

委委员

•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首任

局长

• 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王先进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长
•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名誉

理事长

•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首次提出把“保护资源”

列为基本国策

• 首次提出“地球之肺”

• 提出：“站在国家安全

高度研究国土经济学”

张怀西

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长
• 学会党委书记

• 《今日国土》杂志社社

长兼总编辑

• 研究员

柳忠勤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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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首席顾问

• 第九至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

•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

• 主持评审河南省鹤壁市空间发展规划纲要

• 主持评审甘肃省肃南县生态经济发展规划

首席顾问

江泽慧

• 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 甘肃省原副省长

• 学会沙产业专委会主任

首席顾问

刘 恕

• 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专家委员

会主任

• 原地矿部副部长

首席顾问

周 建

• 深呼吸小城专家委员会主任

• 原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首席顾问

陈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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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首席顾问

• 全国低碳国土实验区专家委员会主任

• 国务院参事

•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 科技部原副部长

刘燕华

首席顾问

• 全国空间优化发展实验区专家委员会主

任

• 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总规划师

胡存智

首席顾问

• 著名经济学家

•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

范恒山

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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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学会重点工作

• 周建、刘燕华、陈洲其、胡存智四位副部长分别担任“一城三区”四个共建工程的专家委员会主任。“一城三区”分

别设有共建办公室，在专家委员会领导下，负责“一城三区”共建发展的具体工作。

全国中小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实验
区共建工程

全国空间优化发
展实验区共建工
程

”美丽中国·深呼
吸小城“高质量
发展共建工程

全国低碳国土实
验区共建工程

百佳深呼吸小城
共建工程

学会重点工作“一城三区”



国土与旅游
◆山水林田湖草及天空等——所有形式的国土资源，都是潜在的旅游资源。

所以，旅游业是国土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通过“旅游+”或“+旅游”，可推进建设美丽城乡，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国土资源集约化综合利用。

◆文化旅游有产业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传承和愉悦身心的社会价值，是人民

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



国土与旅游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委员会整合

国内外权威专家资源和企业资源，

为中小城市全域旅游发展和转型升

级、市场营销等提供系统化服务支

持。具体服务措施和方式包括——

◆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

◆产业导入

◆国际合作



旅游文化节及论坛

1. 活动宗旨

2. 组织机构

3. 往届回顾

4. 活动安排

5. 活动成效



活动宗旨

节庆搭台 经济唱戏

·塑造城市名片

·打造特色旅游

品牌

·推介生态旅游

资源和绿色发

展成果

·协助招商引资

和产业导入

·助力旅游营销

·加强客源对接

促进非遗文创

产品和名优特

产市场营销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XXX县/市/区人民政府

●执行单位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游发展委员会
XXX县/市/区文化旅游局

●智力支持

世界旅游联盟（WTA）；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中国科
学院地理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
发展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体育大学旅游休
闲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全域旅游规划设计院；
腾讯文旅产业研究院

●产业支持

携程旅游；岭南股份；同程旅游集团；华侨城旅游投资；
中青旅控股；复星集团；途牛旅游；驴妈妈旅游集团；
首旅集团；途家民宿；新奥集团；绿城康养；东软集团；
京东方集团；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西商集团……

组织机构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将乐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兴隆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卢氏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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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英山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林州市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长白山池南区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米易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泗阳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蓬溪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南平市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沁源县人民政府



往届回顾
联合主办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睢县人民政府



活动安排
前期筹备之一
专业化户外调查与文献研究
组织权威科研机构专业人员，开展地质地貌、
生物多样性、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博物学资源的实地调查及文献研究。



活动安排
前期筹备之二
融媒体整合营销传播
基于专业化户外调查，借助创意设计、新闻
出版、影视制作、网络视频、新媒体等多种
整合营销传播手段，将科学普及、研学教育、
体育赛事、文化传承等与旅游推广相结合。



活动安排
前期筹备之三
深呼吸旅游总动员
针对周边旅游市场(大都市或城市群)，借助
“深呼吸旅游”网络专题及各地旅行社门店，
赠阅博物旅行系列图书，由二维码导入网络
专题和微信/微博等，以新媒体配合，开展
深呼吸旅游总动员！



活动安排
前期筹备之四
旅游商品设计大赛
与一品威客、猪八戒等专业化设计师网络平台
合作，面向全球征集深呼吸小城“旅游商品”
及“土特产包装”设计方案。



活动安排
前期筹备之五
编制全域旅游发展行动计划
基于前期专业化调查，编制《XX 县/市全域
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作为为文化节/论坛
文件，为会议研讨设定主题和议题，协助建
立全域旅游体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产品
结构，促进全域旅游向全域康养转型升级。



活动安排
活动执行之一
文化节开幕式及文艺晚会

邀请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省市主管领导、

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渲染节庆活动规

格、品质和气氛，展示举办地乡土文化风情。



活动安排
活动执行之二
深呼吸生态旅游论坛
结合事先起草的“全域旅游发展行动计划”，
组织国务院相关部门领导、旅游专家和企业
家，就活动举办地旅游资源开发和全域旅游
发展进行深度对话和研讨。



活动安排
活动执行之三

其它配套活动

在主会场之外，重点景区和乡镇举办美食嘉

年华、名优特产展销、自行车赛、帐篷节等

相关推广活动，全方位展示全域旅游风采。



活动安排
活动执行之四
论坛及活动现场直播



活动安排
活动执行之五
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中国旅游报、中国环境报

等中央级主流媒体及时给予新闻报

道，深呼吸小城旅游文化节及论坛

权威性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活动安排
后续跟进之一
《今日国土》专刊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主办的《今日国
土》杂志（月刊）每期直投中央各
部委和所有在京国家级科研机构的
理事成员，以及若干省市县的理事。
《今日国土·XX专刊》是旅游文化
节/论坛举办地进行高层公关的最佳
载体和工具。



活动安排

后续跟进之二

推动全域旅游行动计划落地实施

——创建全产业链生态农业体系

结合全域旅游体系建设，推广中

科院生态有机农业技术，大力发

展生态休闲农业，做好地理标志

农副产品、与芳香疗法和休闲农

业相关的花草（用于医疗保健、

化妆品、食品的芳香植物），尤

其药食两用作物的种植和深加工，

协助建立以“西商农博园”为中

心的农产品营销流通体系和冷链。



活动安排

后续跟进之三

推动全域旅游行动计划落地实施

——推动产业融合和转型升级

对接产业资源，推动现有景区升级

改造，丰富业态，延伸产业链条。

结合本地生态、地理、地质和气象

特点，引入禅医、食疗、温泉、森

林、文创、娱乐、研学及户外运动

等多业态融合的康养措施，以“全

域康养”引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包括引进中医药、食品加工、

健身器材、医疗器械、户外用品、

日用家居用品、文创等大健康产业。



旅游扶贫 招商引资

绿色发展 城市名片

河南卢氏县通过举办深呼吸
旅游文化节，当年接待游客
为上年同期304%，收入为上
年同期322%。协助湖北英山
打造的神峰山庄“农旅融合”
项目，成为全国产业扶贫样
板，获多项国家级表彰

福建省将乐县以“深呼吸
+”理念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大力发展“深呼吸
产业”的做法，已经成为
深呼吸小城高质量发展的
典型和样板

先后协助四川米易县、
山西省沁源县引进开发
资金23亿元和20亿元；
为江苏泗阳成功对接3个
招商引资项目

由于深呼吸旅游文化节和论
坛的持续举办，“深呼吸”
成为各地彰显优质生态资源、
推广旅游和土特产的响亮名
片，“深呼吸小城”已经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标识

活动成效



活动成效
高层认可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标识

深呼吸，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倒成
了现在老百姓最幸福的追求，很值
得我们深思。——习近平

深呼吸旅游文化节和论坛的持续举办，各中央级主流媒体，以及各地省委机关报，省级卫视

（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广西卫视、广东卫视等），政府网站（中央人民政府官网、江西省政

府网、青海省政府网、福建省政府网、河南省政府网等）纷纷做出新闻报道，百度相关检索

峰值高达700余万条（不含微信等自媒体数据）。



国际合作
1. 建立常态化、国际化互助合作机制

2. 生态旅游运动的全球性联盟

3. 广州国际旅游展GITF•深呼吸小城专区

旅游发展委员会



国际合作
世界旅游联盟WTA
建立常态化、国际化互助合作机制

世界旅游联盟（WTA）是2017年由中国发起成

立的全球性、综合性国际旅游组织，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为成立仪式发贺信。目前，联盟成员遍及

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包括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9

个国家和地区，有198个会员，涉及各国全国性

或区域性旅游行业协会、有影响力的企业、旅游

城市、研究院、媒体等。

2019年9月，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为联盟成员。



国际合作
深呼吸旅游联盟
生态旅游运动的全球性联盟

借助世界旅游联盟（WTA）国际化平台，

与深呼吸小城及海外相关企业和政府，共建

“深呼吸国际•生态旅游与健康产业联盟”，

推动联盟成员之间客源互送、产品互推、技

术共享、市场共建。



国际合作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
深呼吸小城特别展区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简称GITF）

作为国内创办历史最早、举办时间

最长的大型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指导下，经

过28年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旅游

同业广泛关注，且涵盖出境旅游、

入境旅游、会奖旅游等方面的国际

性专业展览会。



国际合作
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