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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市人民政府文件

安政规〔2022〕4号

福安市人民政府关于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福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

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闽政〔2021〕8 号）、《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规〔2022〕2 号）精神，加快推

动我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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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福

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宁德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造“五福新

城 全家福安”品牌，切实增强旅游竞争力和吸引力，加快培育

旅游主导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

撑。

（二）目标任务。“十四五”期间，成立福安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城乡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加快旅游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高质量推动旅游产业化发展，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开创新局面，旅游经济总量取得新突破，旅游

品牌创建实现新跨越，走出一条体验经济引领的文旅融合、景城

一体、城乡互动、主客共享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打造全国知名

山海旅游福乡福地。

1.旅游产业发展开创新局面。坚持以白云山景区为龙头、乡

镇为节点、乡村为亮点，大力推进“旅游+”“+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实现旅游多元化发展，全力打造以白云山景区为龙头的“白

云山水（畲族）人家景观带”、以溪柄柏柱洋为核心的“闽东延

安（红色）景观带”，以“棕树山”为带动的东部休闲度假文化

旅游区、以下白石宁海等“渔旅融合”项目为特色的南部滨海康

养观光体验旅游区。

2.旅游经济总量取得新突破。到 2023 年，全市全域旅游发

展取得新突破，产品结构全面优化，旅游品质大幅提升，品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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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进一步提升，全市接待旅游人数超过 850 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超过 75 亿元。到 2025 年，全市旅游供给体系更加完善，文旅

消费环境持续优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全市接待

旅游人数超过 109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110 亿元。

二、重点任务

（一）培育旅游品牌形象

1.建立旅游产品 IP 体系。强化城市旅游形象的现代化表达，

打造城市 IP,做好 IP 引流。推动地方深入挖掘本地文旅特色资

源，策划推出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产品 IP,形成 IP 引爆点。

力争到 2025 年，打造 2 个以上具有较强核心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IP。（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2.加大城市旅游品牌推广营销。开展“游五福新城，享全家

福安”宣传活动，加大旅游宣传投入。在国内主流媒体策划系列

营销活动，广泛推广城市旅游品牌。拓展旅游营销推广空间，协

调配合、积极参与公益性的旅游品牌推介，在机场、车站、码头、

游客集散地等重要区域部位，优先加强旅游品牌推广。对于政府

许可、用于商业运作的广告资源设施，应在政府使用时段内，定

期安排城市旅游品牌形象的公益推介。利用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设

施的车体广告、内部移动电视等载体，加强城市旅游品牌公益推

介。到重要客源地开展全域旅游推介活动。组织企业参加旅博会、

旅游交易会等文化旅游展会。做好 5·19“中国旅游日宣”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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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活动。（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城市管理局、

交通运输局、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推动旅游提质升级

1.做强滨海旅游。坚持陆海统筹，加大开发滨海旅游力度，

深化渔旅融合发展，依托下白石镇、溪尾镇、湾坞镇等海上整治

成果，以宁海村、下岐村、溪邳村创建渔旅融合试点为抓手，加

快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打造海上交通枢纽，实现旅游无缝对接。

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开展观光、度假、海钓、海上体验、渔

家生活体验等，串点成线，打造蓝色滨海休闲带。对新获评福建

省“水乡渔村”的乡村，在上级奖励基础上，市财政给予一次性

配套补助 10 万元。（责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发改局、海洋渔

业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国资服务中心、城投

集团、农垦集团，沿海乡镇人民政府）

2.做活乡村旅游。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动乡村旅

游提档升级,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积极打造以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品、乡村休闲体验等各具特色的乡村旅

游镇村，持续推进乡村旅游从单一模式向多种产业融合发展提

升，不断完善旅游要素、优化生态环境、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

务能力，力争到 2023 年，创建宁德市级金牌旅游村 15 个，本级

金牌旅游村 15 个，对获评“福安市金牌旅游村”称号的村庄一

次性补助 5 万元。鼓励条件成熟的乡镇发展全域旅游，对获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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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称号的，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的奖补，

获评宁德市级“旅游小镇”称号的，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的奖补。

对获评国家级、省级、宁德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称号的，

分别追加 15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每年对 1—3 个利用红

色资源、非遗资源、畲族文化等发展文旅融合旅游项目的分别给

予 10 万元补助。着力改善停车场、绿化等配套条件，鼓励乡村

修建改建旅游停车场，对当年有新建规范停车场，总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具备停放旅游大巴条件，配建新能源充电桩的村落，

一次性给予补助 10 万元，每年补助对象不超过 10 个。以上补助

方式、申报途径等以当年资金申报文件为准。（责任单位：市文

体旅游局、财政局、教育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住建局、农

垦集团，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做精工业旅游。聚焦我市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以青拓不

锈钢龙头企业为引领示范，做深做细工业旅游，鼓励坦洋工夫、

穆阳线面、不锈钢等发展文化展示，以生产体验、企业文化、产

品展示为主，打造以科普研学、亲子教育为主线的工业旅游线路。

对新获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市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企

业，按照上级奖励的 20%给予追加奖励。每年对 1—2 个免费开

放以接待中小学研学旅行、党群工作团体、企业团建为主的工业

旅游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 3—5 万元补助。以上补助方式、

申报途径等以当年资金申报文件为准。（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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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旅游局、财政局，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4.做优旅游景区。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特色与内涵，坚持全

产业链开发思路，推动重点景区与周边优质文旅资源的功能化、

联动化开发，培育形成复合型旅游经济圈。以创建 A 级景区为抓

手，推动“多点开花、众星拱月”发展模式，通过景区游和乡村

游互动，推动福安市全域旅游发展。重点围绕“白云山水（畲族）

人家景观带”“闽东延安（红色）景观带”打造高品质、优服务

的旅游景区景点集群。支持松罗天池草场、金山大峡谷、棕树山

旅游景点等依法依规创建 A 级景区，推进廉村景区、穆云畲族乡

生态旅游区创建 4A 级旅游景区，积极推动白云山创建 5A 级旅游

景区。对新获评国家 5A、4A、3A 级的旅游景区，分别一次性分

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奖励。对没有经营性收入的

3A 级景区，给予每年 5 万元补助，用于景区安全设施设备卫生

保洁等运行维护费用。（责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财政局、自

然资源局、林业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有关乡镇人民政府）

5.做好产业赋能。合力推进“旅游+”“+旅游”产业融合，

培育核心产品，做到“月月有特色、镇镇有精品”。鼓励创新文

旅文艺精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福安文化，践行以文

促旅，发展文旅演艺，推进“文化+旅游”融合。鼓励举办有影

响力的精品节庆赛事，通过大型活动吸引人流，提升社会效应，

以体促旅，推动“体育+旅游”融合。鼓励数字文创企业助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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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旅游宣传，通过数字技术助力传统村落保护、活化与发展，整

合文化旅游资源，强化线上推广、品牌建设和数字化赋能，实践

“互联网+旅游”。对举办精品节庆活动、精品赛事活动和打造文

艺精品项目的主办单位，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补助，每年补助对

象不超过 12 个。（责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财政局，有关乡镇

人民政府）

（三）激发旅游消费潜力

1.发展特色餐饮。挖掘区域特色美食文化，开发旅游特色美

食系列，推出特色美食“一桌菜”，重点做好“十大伴手礼”“福

安十大小吃”文章，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美食品牌。支持举办各

类美食节、小吃节、餐饮嘉年华等活动，增强游客美食体验，持

续打响福安特色美食品牌。（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海洋渔业局、

农业农村局、文体旅游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提升旅游住宿。重点围绕景区、中心城区周边，整体提升

卫生、餐饮、住宿环境，建设一批星级酒店、商务酒店、主题酒

店、品牌连锁酒店。依法依规推进南岩、棠溪、仙岩、虎头、溪

塔、下逢、宁海、廉村、岳秀、楼下、斗面、坦洋等重点村民宿

建设，打造旅游民宿特色亮点。鼓励成立福安市民宿协会，培育

一批“有主人、有情怀、有故事、有文化”的精品民宿，鼓励培

育民宿集群、民宿村，构建多元住宿产品体系，满足不同消费群

体的住宿需求。经福安市乡村民宿发展联席会议评定为民宿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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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或经营主体，给予 5000 元/间的奖励；新获评甲级、乙级、丙

级的旅游民宿，一次性分别给予 12 万元、6 万元、3 万元的奖励。

对新获评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酒店，一次性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争取到 2025 年新增三星级以上

酒店 2 家。（责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商务局、财政局、发改

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

卫健局、海洋渔业局、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大队，福安生态环

境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优化购物体验。支持企业研发特色旅游商品，重点推动将

“全家福安”区域公用品牌产品打造成最具闽东特色的旅游伴手

礼。鼓励建设旅游购物特色街、旅游购物商场、“大众茶馆”等

旅游购物空间，方便游客购物和体验。推广旅游购物“现场下单、

物流支付”新模式，提升旅游购物便捷化水平。力争到 2023 年

实现 4A 级以上景区“大众茶馆”全覆盖。（责任单位：市文体旅

游局、商务局、财政局、茶产业发展中心，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4.培育夜间经济。探索夜间经济新模式，鼓励盘活戏曲、歌

舞等演艺资源，发展特色旅游演艺项目，打造“坦洋工夫茶王街”

“察阳古街”“金沙夜市”等夜游精品项目。依托现有重点景区、

特色街区,新建休闲街区,开发夜游项目，推动建设集餐饮、购物、

休闲娱乐、旅游演艺等多元夜间文旅消费业态为一体的特色街

区。对建成的特色街区，由市商务局按相关政策给予奖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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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元。力争到 2025 年建成特色街区 2 条。（责任单位：市商

务局、文体旅游局、农垦集团，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5.鼓励吸引大型旅游团队客源。鼓励旅行社企业开展多种形

式的推广促销活动，对旅行社企业引进宁德市外游客进行专项扶

持，针对非淡季（4 月—10 月）、淡季（11 月—次年 3 月）以及

组织包机、专列等情况分别给予奖励，主要扶持旅游团队过夜游，

具体政策另行制定。（责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财政局）

（四）提升旅游配套服务品质

1.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提升国家 4A 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

区便捷通高速水平，加强车站、码头与 A 级景区公共交通的无缝

对接，开通 4A 级及以上景区旅游专线、班线客车。推动有条件

的国省干线公路和通往景区公路布点增设一批驿站、景观平台、

旅游厕所、停车场、景观步道、交通标识标牌等设施，提升自驾

游服务和休闲功能。完善旅游景区充电桩建设，推动建设覆盖全

市 4A 级以上景区的新能源共享汽车网，力争覆盖有条件的 3A 级

以上景区。（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工信局、林业局、文体

旅游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打造智慧旅游平台。打造“全家福安”智慧旅游平台，普

及电子地图、语音导览、数字展览等服务，让游客知道走哪些线

路、买哪些土特产，引导景区加快数字化体验产品的开发，为游

客提供“游前、游中、游后”智慧化服务。推广旅游厕所“一厕

一码”扫码点评管理工作，试点建设示范性智慧旅游厕所。（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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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国资服务中心、农垦集团、中融产投，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五）创新旅游宣传营销方式

1.构建立体精准的营销体系。坚持统筹线上线下，围绕全面

打响“五福新城 全家福安”品牌，重点整合政府、旅游企业和

社会媒体资源，开展联合营销。开展以新媒体为主的数字营销，

用好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邀请“网红”“大 V”“达

人”等，全方位、多角度、趣味性地讲好福安旅游故事。鼓励创

作以福安旅游、美食为题材的短视频、宣传片原创作品，在抖音、

快手等直播平台粉丝流量或国内知名网站（腾讯、爱奇艺、优酷、

搜狐等）的点击量，首次达到 100—500 万（含 100 万）、500—

1000 万（含 500 万）、1000 万及以上，由市委宣传部牵头按相关

政策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 万元、2 万元、3 万元。（责任单位：

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财政局、发改局（数字办）、融媒

体中心、福建广电网络集团福安分公司，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

2.打造旅游精品线路。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内涵，围绕农耕科

普、红色旅游、野奢文艺、文创体验、祈福朝圣、工业旅游、养

生休闲等主题，链接茶叶、美食、摄影、乡村、民宿等资源要素，

打造两天一夜游线路 2 条，一日游线路 3 条。加大对精品线路周

边景区、景点改造提升，完善旅游标识标牌，对旅游项目前期工

作进行一定补助。加强与省内外客源市场协作，拓展周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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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旅游线路全面对接，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责任单位：

市文体旅游局、财政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保障措施

（一）深化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

协作、社会参与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格局，鼓励市属国有企业参

与文化旅游开发、投资，通过注入旅游特许经营权，创新旅游投

融资机制。鼓励乡贤返乡投资旅游产业。成立福安市旅游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协调解决旅游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开展

全市旅游资源调查分析、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对全

市旅游工作实行“年初制定目标，年末对标考核”的工作制度，

将文化旅游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列入各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年终考评指标。（责任单位：市文体旅游局、商务局、

财政局、国资服务中心，市委编办，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

（二）加大财政支持。市财政每年安排旅游专项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重点用于支持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旅游项

目开发、旅游宣传促销、产业融合发展等。加大资金整合力度，

支持旅游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将符合条件的旅游项目纳入

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等专项资金支持范围。（责任单位：市财

政局、文体旅游局、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强化要素保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福

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闽政〔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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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宁政规〔2022〕2 号）等文件中的要素保障政策，建立健全旅

游产业项目服务保障机制，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减少重复审

查，全力保障项目用地、用林、用海以及交通航线的需求。（责

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局、海洋渔业局、交通运输局、发

改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加强人才支撑。整合各方面智力资源，打造福安文化

旅游智库，加强文化旅游战略、趋势、业态、问题等课题研究和

文化旅游规划、策划、创意等方面研究，强化文化旅游高水平、

高质量发展指导。加大文化旅游培训投入，加强文化旅游从业人

员岗位培训，鼓励旅游从业人员提高职业技能。（责任单位：市

委组织部，市文体旅游局、人社局）

四、其他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福安市人民政府

2022年10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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