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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 SWOT 分析
吴光锡
摘

要

厦门市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首先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国际旅游城市，
是旅游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的

产物。旅游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国际旅游更能带来外汇收入，提高城市形象与国际知名度。因此，建设国际旅游城市既
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社会效益。本文以厦门市为例，
对其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优势、
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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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

连。在建的福厦铁路预计 2009 年完工。另外，厦深铁路（厦门段）、龙

学教授在 80 年代初提出来的。该分析法是企业、组织或政府机构等

厦铁路（厦门段）、
也将在厦门市“十一五”规划内完成，建成后将更加

的管理部门应用于对决策及发展战略的竞争分析，
是一种将比较优势

充分发挥厦门的区域优势、港口优势和开放优势。而经过厦门的福厦

与劣势以及比较机会与威胁相结合的分析模型。优劣势分析主要是

高速和厦漳沼高速公路也与全国高速公路网贯通，
可以便捷地到达全

着眼于组织或区域自身的实力及其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而机会和威胁

国各地。

分析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组织或区域的可能影响上。

（三）旅游资源

厦门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并把加快旅游业发展与推进城市化、国际化

厦门属亚热带气候，
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在 21 摄氏度左右。夏

进程相结合。本文综合厦门的旅游环境，采用 SWOT 分析方法，对厦

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降雨量在 1200 毫米左右。“城在海中，海

门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发展战略的优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

在城中”，厦门是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园”。岛、
礁、
岩、寺、花、
木相

一、优势
（一）经济实力

互映衬于城中，
侨乡风情、
闽台习俗、
海滨美食、
异国建筑、
主题公园融
为一体。同时，厦门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栖息着成千上万的白

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厦门建设国际旅游城

鹭，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观。又因为厦门的地形就像一只白鹭，因此便

市的基础。2006 年全市实现 GDP 总值 1162 亿元，增幅在全省九个

有“鹭岛”的别称。目前，厦门已形成鼓浪屿旅游区、南普陀旅游区、万

设区市和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均居第一。财政收入 275 亿元，人均

石山旅游区、
集美旅游区、
同安旅游区、
杏林海沧旅游区以及城中公园

GDP 达 49887 元。在社科院发布的 2006 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

等各具特色的旅游景区。

厦门的城市竞争力在所有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九。同时，
厦门具有较高

厦门旅游环境得天独厚，
城市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以及城市形象

的经济外向性和国际化程度。在 2006 年世界银行公布 120 个中国城

塑造同样形成品牌优势。厦门曾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

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中，厦门位列第五。经济发展为国际旅游业发展

林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联合国人

提供了条件。同时，经济交流与投资上的人员往来为厦门发展国际旅

居奖”、
“全国宜居城市榜首”、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以及“中国最具竞

游提供一部分客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厦门国际旅游城市形象的宣

争力旅游城市”等称号。这对于国际旅游形象宣传和吸引游客、建设

传与塑造。

国际旅游城市具有绝对优势。

（二）交通运输
厦门位于我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带之间的东

（四）闽南文化
城市的特色和功能是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必备的基本条件，
其要求

南沿海厦漳泉闽南金三角中心位置，居于香港、澳门与上海航线的中

除了具有一般城市的功能外，还必须具有成为旅游城市的独特功能。

心并与金门、台湾隔海相望。此外，厦门远通日本、
韩国以及菲律宾、

闽南文化成为厦门树立自己独特的城市品牌形象的依托，
是建设一个

新加坡等东南亚群岛，其区位条件优越。同时，厦门交通运输发展较

有着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的文化内涵。

快，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厦门国际航空港（高崎机

闽南文化是在从晋唐时期传播入闽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
融合原

场）是我国第四大客货运港。截至 2005 年，
厦门国际机场已开辟国内

住民的本土文化以及海洋特色，
经过一代代闽南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

外航线 140 多条，
其中国际航线有 55 条，
国际航线直通东南亚及东北

挖掘、
弘扬、创造而孕育、
发展起来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据厦门大学黄

亚主要城市。厦门港是全国十大港口之一，
世界集装箱港口 30 强，与

福才教授对旅游动机的分类，
旅游动机可划分为：
身心健康动机、
文化

并且是唯一一个与金门进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多个港口通航，

动机、
社会动机和业务动机。其中，文化动机是人们为满足了解和认

“小三通”直航的试点港口，
在同台湾地区交通往来方面具有其他城市

识异国异地文化、知识和增长见识的需要而产生的动机。闽南文化将

难以匹敌的优势。另外，在陆上交通方面，厦门大桥和海沧大桥保证

成为厦门吸引国际游客，
满足国际游客旅游文化动机需求的重要组成

了进出厦门岛的畅通无阻。铁路通过鹰厦线、
赣龙线与全国铁路网相

部分，
同时是厦门区别于其他国际海滨旅游城市的文化名牌。

作者简介：吴光锡，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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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旅游目的地区。中国的入境游客市场占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

据台湾方面公布的统计数据，2300 多万台湾人口中，
祖籍福建的

入境人数高达 4960 万人次，
较上年增长 6%。亚洲、太平洋地
29．7%，

占 80%，而这部分祖籍福建的台湾同胞绝大部分是闽南地区的早期

区的国际旅游业呈现持续发展的强劲态势，
而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在稳

移民。同时，厦门对金门、
台湾有绝对的旅游区位优势，是海峡两岸重

步扩大，进一步成为国际旅游热点。同时，随着国民党马英九当选台

要的旅游口岸。厦门利用厦金海上直航衔接两岸空中航线，
吸引众多

湾地区新领导人，未来开放两岸地区全面三通。厦门作为我国东南沿

台湾游客来厦旅游。据统计，
2006 年，共有 60．
75 万人次经厦金航线

海的重要港口和旅游城市，将从整个宏观环境中受益，促进其国际旅

往返大陆和台湾，比上年增长 14．2%，其中抵厦台胞 31．2 万人次。

游城市的建设。

厦门不仅拥有台胞客源入境旅游的优势，
华侨客源更是厦门发展

（二）中国奥运，世博会

国际旅游城市的一大客源优势。统计报告，全球闽籍侨胞多达 1264

中国在今年 8 月将举办奥运会，2010 年举办世博会。在未来短

万，他们遍布一百七十六个国家和地区，除传统聚居的东南亚仍占主

短的两年内，
全球范围内最高级别的两大盛会将使中国迎来国际旅游

体外，移居欧美等发达国家明显增多，新侨区不断涌现。外籍福建人

事业的高速发展。同时，
国家旅游局主办的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同样为数众多，旅居全球。华侨华人因为“根”在中国，有着强烈的民

的活动已经展开，
厦门将以此为契机，
努力提升旅游质量，
全面提高厦

族认同感，成为厦门稳定的海外客源。

门旅游业的整体水平，创建国际旅游城市。

二、
劣势
（一）配套基础设施
旅游业是一个依存性很强的经济产业，
其不仅要依托丰富的旅游

（三）厦门赛事会展
厦门的赛事和会展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名牌效应
日益显现，赛事旅游和会展旅游更富活力，将成为建设国际旅游城市

资源，
还依托发达的交通、
通讯、城市建设等其他相关基础设施条件。

的一大推力。厦门最知名的赛事和会展分别为厦门国际马拉松赛和

因此，建设国际旅游城市除了必须具备良好的通达性和可进入条件

“9．8”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厦门国际马拉松至今已举

外，还必须拥有世界级的配套住宿设施和餐饮条件，与世界接轨的通

办 6 年，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据统计，今年厦门国际马拉松共有来自

讯技术和优质的服务水平。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526 名选手报名参赛，对提升厦门国际城市品

厦门城市容量小，
住宿和餐饮条件相对于我国的北京、
上海、
广州

牌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国家主办的三大交

等国际化旅游都市不论在数量、
质量还是规模水平上都存在较大的差

易会之一，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客商相互沟通、洽谈投

距。如新开发的天竺山、野山谷等景区旅游产品不成熟，
基础设施、旅

资的纽带和桥梁。随着厦门举办各类国际赛事和会展的能力提升，
各

游服务的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就整个厦门岛而言，东南部的城市建设

类赛事和会展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将促进厦门服务接待行业的发展，

与管理比较到位，西北部却出现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现象。厦门岛外区

带动旅游消费，为厦门国际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带来机会。

域建设同样还未形成规模，影响整个大厦门市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
（二）产业产品结构

四、挑战
（一）国外旅游城市的挑战

厦门旅游产业结构和产品不尽合理，
观光产品和娱乐产品建设较

厦门与国外发达的旅游城市相比，旅游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缺

为成熟，
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和各类专项旅游项目开发不足。如厦门拥

乏核心竞争力。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国际旅游者人数、城市经济的旅

有闽南地方文化这一优质地域特色文化，却没有一个上规模、上档次

游特征、
旅游资源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政府旅游相关部门的职能发挥能

的展现闽南文化的旅游项目。相当一部分旅游企业仍然存在管理松

力。同时，厦门国际旅客在旅游商品、服务的人均花费上也远不及国

散、
经营粗放、
规模较小、
科技含量偏低、
产品单一、
行业的服务管理脱

外发达旅游城市的国际游客。境外发达旅游城市将成为厦门建设国

离国际标准，竞争能力较弱，
缺乏促销力度以及市场开拓乏力，
不能完

际旅游城市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全适应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需要。
（三）旅游从业人员

（二）国内旅游城市的竞争
国内旅游城市的竞争同样相当激烈。厦门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带

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相对于世界知名国际型旅游城市的旅游从

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带之间，而本身经济能力和周边城市群实力不如这

业人员有较大差距，
主要表现为：
在旅游活动过程中，
一方面缺乏相应

两个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上海和广州。在目前两岸“三通”还未实现的情

的国际知识，不了解各国文化背景、
习俗差异，
难以针对游客提供优质

况下，
厦门的国际旅游城市建设将受到上海、
广州、
深圳等城市的挑战。

的个性化服务；
另一方面，
服务技能和服务态度不到位，难以体现国际
化水准。
三、
机遇
（一）宏观旅游环境
据世界旅游组织 2007 年发布的旅游焦点报告，
2006 年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年接待国际游客达 16720 万人次，
成为继欧洲之后第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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