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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清山的守护者、建设者和

得益者的当地百姓，在三清山管理者

“ 共建共享”的原则指导下，走出了一

条“ 靠山吃山”的崭新发展道路。“ 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看农家

景、购农家物、体验农家生活乐趣”是

三清山旅游亮点；就业上向当地农民

倾斜，伐木工转变为护林员，采石工

转变为轿工， 切实保障了山里农民

“ 转型”时利益不受损害。

三清山脚下的上西坑村银湖湾

生态村村民张计祖曾是贫困户，

2014

年他开起了自己的农家乐“ 吉祥山

庄”。这几年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他

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现在一年平均能

赚

12

万元左右， 真正尝到了旅游带

来的甜头。 村里

168

户人家，如今有

80

多家办起了农家乐。 今年春节期

间，这里的农家乐家家爆满。 在三清

山脚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和张计祖一

样，通过旅游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工

程、秀美乡村建设，走进了幸福生活

的春天。

仅

2018

年， 三清山风景区就接

待境内外游客

2327.2

万人次， 同比

增长

1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09.4

亿元，同比增长

5.31%

。旅游经济稳居

全省第一方阵。通过理念与实践的结

合、方式与业态的创新，实现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清山又名少华山、丫山，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宛如道

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是道教名山、世界

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绿色旅

游示范基地。

2016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指出，

绿色生态是江西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说到江西旅

游，更是点赞“三清天下秀”。三清山从最初的“养在深闺人未识”

到如今的国家

5A

级景区，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旅游发展之

路。

近年来，三清山风景区紧扣江西省委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

板”的总要求，遵从“保护”、“发展”、“富民”理念，坚守“经济发展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底线，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绿色动力，高

品质建设“党建优、品牌优、管理优、服务优、项目优、营销优、文

化优、民生优”的全域旅游优质景区，荣获全国党建标准化示范

单位等荣誉称号，奋力书写新时代全域旅游壮丽篇章。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等理

念。 三清山风景区始终牢固树立“ 严格保

护、 科学发展” 的理念， 在严格保护中找

寻一条有效发挥自然资源的现代价值并实

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先试探索崛起之路，

实现了经济社会效益最大、 环境代价最小、

资源消耗最合理三者的有机统一， 努力打

造生态文明示范区， 为美丽中国的江西样

板建设添上一抹“ 三清蓝”。

在三清山的栈道上悠然行走， 欣赏着

三清山的奇石美景时， 游客们常会发现栈

道中间耸立着一棵树木且悬挂着“ 保护古

树， 小心碰头” 的提示牌， 需要绕过才能

前行。 不一会儿， 游客还会看到这样一幕：

一些环卫工在搭档的帮助下， 将绳子一端

固定在悬空栈道护栏上， 另一端系在自己

腰上， 慢慢地放绳顺崖而下。 经过

20

多分

钟的周折， 空降到落差几百米的山谷中 ，

只为捡起游客扔在山谷中的一个塑料袋或

是饮料瓶。 这个每天都上演的惊险一幕 ，

也成为三清山保护自然的一个缩影。

2008

年申遗成功以来， 三清山迎来了

发展黄金期。 在获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

游客量的迅猛增长给景区的环境卫生、 资

源保护、 接待服务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 “ 要效益还是要环境”， 三清山最终将

“ 保护资源” 作为立山之本。 三清山针对景

区的保护管理推出了多项措施， 包括“ 净

菜上山， 洗涤下山， 垃圾下山”， 最大程度

减少旅游产生的环境破坏； “ 山上游， 山

下住”， 斥资

3

亿多元拆迁核心景区各类建

筑

10

万余平方米， 改造

20

余万平方米有

碍观瞻的建筑， 并新添各类环保、 监测站

所

20

余处和遗产展示中心

2

处， 关闭采石

采矿、 污染环境企业

106

家； 高空栈道给

树让路， 给水留洞， 形成“ 人让树， 路让

树” 的独特风景； 首创“ 黄金周限客令”，

每日限客

1.8

万人。 三清山人保护自然的

决心从未动摇。

以往， 人们来三清山旅游时总

感叹景区“ 有山无水”， 玉帘瀑布

景区正式开园后喜迎八方游客， 满

足了游客们乐山乐水的不同选择。

神仙谷景区房车营地、 旅游慢道、

蹦极等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带动了

周边秀美乡村的发展， 也让乡村更

优美、 乡风更文明， 优美的自然环

境、 丰富的生态资源， 成为了人们

养生休闲度假新的去处。

如今， 游客们来到三清山， 游

览完山上景区下山后， 还可以到位

于金沙服务区的逍遥街 《 天下三

清》 演艺大厅， 观看全国唯一道文

化舞台剧， 变幻莫测的灯光、 升降

旋转的舞台、 美轮美奂的歌舞、 神

奇的民俗传说， 把游客们带进了一

个又一个光怪陆离、 如梦如幻的魔

幻世界 ， 让人流连忘返 、 大呼过

瘾。 演出结束后， 人们还可以来到

演艺大厅旁琳琅满目、 热闹非凡的

逍遥谷美食街。 这里有沉积历史文

化的翘角牛肉、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制作的糖人、 当地特色的手工芋饺

以及丈母娘拿手菜、 女朋友奶茶、

霸王肠等许多富有吸引力的大众美

食……更为重要的是， 游客还可以

边逛边吃边动手， 充分体验舌尖上

的三清山。

三清山还围绕打造 “ 世界知

名、 国内一流” 全域优质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 ， 稳步推进 “ 全景 、 全

域、 全时空” 战略， 在完善旅游服

务、 做活文旅活动的同时， 不断丰

富旅游业态， 形成一条“ 吃住行游

购娱” 的旅游产业链， 使游客们在

这里享受到惬意的三清之旅。

硕果累累， 几年来， 三清山抢

抓重大机遇，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

大成就， 以全省第一的旅游经济、

国内首创的行业标准、 蜚声国际的

文化品牌和遍地开花的业态布局实

现了由分散开发资源向整体开放开

发推进， 由地方景区独立封闭运营

向区域开放合作转变， 旅游消费由

观光旅游为王向体闲度假观光并

重， 旅游收入由门票为主向综合收

入转型升級， 率先把江西的旅游资

源 、 旅游产品 、 旅游文化进一步

“ 推向全国、 走向世界”。

再展蓝图， 三清山将在党的十

九大精神指引下， 按照市委“ 决胜

全面小康、 打造大美上饶” 的战略

部署， 围绕把上饶打造成华东区域

旅游目的地、 中转地和集散地的目

标， 以三清山“ 全域旅游” 发展为

主线， 进一步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进一步巩固新时代三清山

“ 全域、 全景、 全时空” 优质景区

建设成果， 力争到“ 十三五” 末，

全面完成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接待

境内外游客人数年突破

2300

万人

次， 财政总收入超过

10

亿元， 旅

游总收入超过

220

亿元， 进入全国

旅游景区第一方阵， 山岳型景区排

名全国前列。

发展永无止境， 三清山将继续

以打造“ 全域、 全景、 全时空” 的

全域旅游优质景区为目标， 不断书

写新时代全域旅游壮丽篇章！

共建共享 为旅游致富注入新的内涵

保护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清山在取得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

5A

级风景区

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后， 怎样把品

牌再创新再创高， 把品牌知名度转

化为旅游人数， 成为关键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三清山在“ 互联网

+

” 新媒体营销

上做足了功夫。 三清山与蜘蛛旅游

网、 携程网、 驴妈妈、 途牛网等知

名旅游平台合作， 实施网络营销分

包， 借平台、 借渠道， 开展智慧营

销。 还积极运用新媒体助推景区营

销 ， 建立了微博 、 微信等营销平

台， 并在人才、 资金等方面加大支

持， 微信公众号“ 三清山旅游” 稳

居国内

5A

级旅游景区微信排行榜

前三甲。 景区还抓紧流行的脉搏，

与电竞联手 ， 与腾讯网络保持同

步， 从美景、 美文、 直播、 网文等

方面着手， 运用智慧旅游中心大数

据全方位地提高网络营销能力。

不仅如此， 三清山还坚持高起

点策划、高水平打造，高端定位、热

点打造， 加快三清山旅游品牌形象

走向国际化的新进程。 仅今年上半

年，央视各频道就共计

14

次宣传报

道三清山 ， 超过去年全年总和 。

《 江西：五一假期 三清山景区迎客

流高峰》《 三清山 ： 黄腹角雉唱出

美丽生态画卷》《 三清山 ： 高山杜

鹃盛开 赏花看云海》《 江西三清山

自创组合拳化解黄金周堵瘤》 等

稿件先后在央视新闻频道 《 新闻

直播间》《 新闻

30

分》《 东方时空》

《 共同关注》《 第一时间》 和《 中国

新闻》等栏目播出 ，依托国内顶级

媒体平台 ， 让三清山在国内家喻

户晓、在国外声名远播。

同时 ， 三清山还注重以文化

创新打造魅力新品牌 。 一年一度

的三清山国际旅游文化月 、 影响

广泛的全国摄影大展 、 水墨三清

书画展、 驻华外交官中国文化行、

全国桥牌大赛 、 空中越野赛 、 网

红直播节等

40

多项文体旅游活动

为三清山集聚了人气 、 打响了品

牌。 投资

15

亿元的中国道教文化

园融合道教朝觐 、 灵修养生 、 道

学交流 、 观光演艺 、 休闲度假等

多重功能， 成为三清山“ 旅游

+

道

文化” 的又一重要展示体验载体，

品牌影响力不断放大。

创新营销 打造江西旅游“第一品牌”

山水联动 建设全域旅游优质景区

三清天下秀

三清福地舞太极

跑出新精彩

三清晨曦

览胜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