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普洱山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性质

扩建、新建

项目所述行业

旅游业



项目简介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裕和村、曼连村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0000 余亩，投资概算 15
亿元，拟进行普洱山景区公园大门及停车场、山地
高尔夫球训练场、山地休闲养生度假村等项目建设。
依托普洱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打造舒适宜人的
名胜风景区，带动宁洱旅游产业发展。

项目简述



项目规划区域概述

宁洱人常说：先有普洱山，后有普洱茶。据《元江
府志》记载，普洱山历史上是出产普洱贡茶的名山，所
产茶性温味重，异于他产，名普洱茶，道府官员用以入
贡，称为“众茶之冠”。 

雄伟矗立的普洱山，每当晨曦初照，薄雾缭绕时，
常出现飞霞焕彩、色彩斑斓的瑰丽景色，其景“天壁晓
霞”为“普阳八景”之首。署宁洱县单乾元五言律诗有
“壁耸擎天柱，红飞捧日出”的描写。冬末春初，位于
山腰的仙人洞云雾缭绕，似有云气从洞内散出，古诗云：
“仙子何年去，闲云锁洞深”，其景“仙洞春云”亦为
“普阳八景”之一。

功能区规划



功能区简述

旅游服务区规划：综合服务中心、山地高尔夫球训
练场、山地休闲养生度假村。

规划建设 18 洞及 9 洞球场及会所区；

山地高尔夫球训练场

通过建设游客接待中心、景区大门、停车场、餐厅等旅游基本
服务设施，起到游客导流、精准接待、团游安排作用；

提供代客泊车、餐饮休闲、酒店订房、景区套票销售、观光车租赁、
旅游指南、导游等服务。

综合服务中心

本项目作为宁洱县旅游产业的重点开发项目之一，游玩路线规
划在 2-5 天左右，加上景区内独有的特色风光和吃住行游购的旅游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势在必行，本项目通过规划建设集民宿、美食馆、
客栈会所、特色商品街、手工艺作坊及体验馆的山地休闲养生度假
村，为游客营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感。

山地休闲养生度假村

高尔夫球场参数

占地面积
（亩）

地形坡度 球场总长 杆数

18 洞球场 1200 15% 6000 米 72

9 洞球场 600 15% 3200 米 36

球道
方向 长度（m） 宽度（m） 坡度

南北向 90-550 30-55 <15%

果岭
面积（㎡） 坡度

700 <3%

发球台
面积（㎡） 坡度

150 1%-2%

会所区
面积（㎡）

5 万



区域规划

建设项目：玻璃栈道、服务区、观景台

收费项目：栈道游、岩洞探险、商店

仙人洞游览区

建设项目：观景台、庙宇、游乐园、
餐饮服务区

收费项目：森林迷宫、庙会节、游乐园、
餐饮、商店

毡帽顶游览区

建设项目：户外拓展设施、酒店、休
息区、餐饮中心

收费项目：户外拓展（体验式培训项
目）、酒店住宿、餐饮

户外拓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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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规划



项目在本地区的作用与地位
每年外出务工者众多，造成内地更多的留守儿童、老人，该项目建设

期间将解决大量就业问题，项目建设完工后将提供稳定工作岗位，随着项
目的不断开发，后续将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增强地方经济实力。

带动就业

宁洱县旅游产品开发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对旅游区内富集的旅游资源
进行整合优化，可有效吸取国内外同质性项目开发的优越经验，避免区域
内旅游资源出现同质性竞争、形象屏蔽、核心优质资源泛化，并以高标准、
高起点为导向，实现全县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本项目将依托宁洱县丰富
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打造普洱山风景名胜旅游项目，带动经
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文风光，是促进本地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
举措。

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项目建成后，可提升宁洱县的整体旅游大环境，为外来客商、旅游群
体提供优质的旅游观光条件，可有效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

周边效益

该项目的实施，可以充分发挥宁洱的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优势，为将
宁洱打造成为“昆曼明珠”再添薪火，有利于宁洱旅游产业的品牌宣传和
树立。

品牌建立

近年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互交融，游客更倾向于富有文化内涵
且自然风光独特的旅游景点，作为普洱茶文化发源地，宁洱县旅游项目可
以抓住普洱茶核心文化，倚靠本土自然资源优势进行文化旅游产业共同发
展。

文化旅游共同发展



项目实施依据

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已纳入宁洱县土地利用规划和旅游规划。



北距离省会昆明市 370 公里
南距离市政府驻地普洱市 33 公里
全县总面积 3670 平方公里

保山市

红河州

文山州

曲靖市

玉溪市

昭通市

楚雄州

大理州

丽江市

迪庆州

怒江州

西双版纳州

普洱市

临沧市

德宏州

昆明市

洱哈尼族宁洱洱 尼族尼族宁宁
自彝族自族自自治县自族自自彝彝

项目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简述

地理环境

宁洱位于云南省南部、普洱市中部，地处普
洱中心地带，南临东南亚周边国家，是滇南重要
的综合交通枢纽，全县陆路和航空交通十分便捷，
是滇南乃至中国连接东南亚的交通要道，是昆曼
国际大通道上的重镇之一。

县政府驻宁洱镇，北距离省会昆明市 370 公
里，南距离市政府驻地普洱市 33 公里。全县总面
积 3670 平方公里。

宁洱县全境皆山，地貌纵横交错，地质构造
属喀斯特地貌。宁洱县地处横断山脉南段。东西
遥对的把边江和小黑江沿县界呈帚状向南扩展，
无量山脉纵穿南北，形成分水岭。地势北高南低，
境内海拔差距大，平均每公里海拔高度下降 22 米。
最高点为梅子乡与景谷县交界的干坝子大山，海
拔为 2851.1 米；最低点为黎明乡窑房把边江与勐
野江的合江口，海拔 551.7 米。

宁洱县属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兼有热
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
18.2℃，最热月（6 月）平均气温 22℃，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 12℃，无霜期 334 天，年均降雨量
1414.9 毫米，5 月至 10 月为雨季，年平均日照
时数 1921.2 小时。



经济条件

初步核算，2015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26663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10.0%。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03256 万元，增长 6.7%；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62210 万元，增长 10.7%；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61197 万元，增长 11.2%。
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1.4、4.2、4.4 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4：41.5：44.1。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4.8：38.6：36.6 调整为 24.2、38.0 和 37.8，与

上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都分别下降 0.6 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所占比重提高 1.2 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县人均生产总值 22374 元，
比上年增加 1762 元，同比增长 10.0%。

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52 元，同比增长 8.2%；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125 元，同比增长 11.5%。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488 元，同比增长 11.3%；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7223 元，同比增长 57.1%。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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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经济情况表

项  目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上年产业结构

24.8

38.6

36.6

调整后产业结构

24.2

38.0

37.8

所占比重

-0.6%

-0.6%

+1.2%

人均生产总值：22374元，比上年增加1762元，同比增长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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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4 年，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现有林地面积 425.5 万亩，森林覆
盖率 77.4%，活立木蓄积量 2076 万立方米。

森林资源

截止到 2014 年，宁洱县有铜、铁、铅、锌、岩盐、煤等矿藏资源。矿产资源

截止到 2014 年，宁洱县辖区总面积 3670 平方公里，热区土地面积 240 万亩，
占 44%，宜林、宜农、宜牧荒山灌丛 175 万亩，耕地面积 37 万亩，人均占有耕
地面积 2.5 亩。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林业用地面积 284103.4 公顷，占宁洱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土地总面积 77.42%，人均林业用地面积 22.9 亩。

土地资源

截止到 2014 年，宁洱县境内河流纵横交错，长 5 千米以上的有 121 条，水
能蕴藏量 53.68 万千瓦，可供开发利用的 16.1 万千瓦。

水能资源

截止到 2014 年，宁洱县野生动物种类有猕猴、长臂猿、金丝猴、黑熊、鹿、
野猪、豹、岩羊、穿山甲、蟒蛇、灵猫、绿孔雀、锦鸡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动物资源

自然资源



宁洱县政府驻宁洱镇，北距离省会昆明市 370 公里，
南距离市政府驻地普洱市 33 公里，是全县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与各政府职能单位及政务服务中心相距较近，
具有便捷的信息交汇、传达能力，能更好的为宁洱县的
整体规划与发展做出决策，更高效地服务当地企业及落
地客商。

宁洱县招商局隶属于宁洱县人民政府的招商引资工
作部门，内设股室 3 个，主要工作职能：贯彻执行国家、
省、州、县招商引资政策。拟订全县招商引资相关措施、
考核办法；征集、筛选、包装招商引资项目，抓好项目
库的建设；宣传、推介宁洱县投资环境及招商引资项目，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对外发布招商引资信息；提供相关
投资政策咨询服务；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协调、
统计上报；负责外来投资企业认证工作、协调落实相关
优惠政策；负责指导、督促、检查全县招商引资任务指
标的完成，负责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的考核和奖励事宜；
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项目业主相关介绍



规划面积： 10000 余亩约 6666666.67 ㎡

建设期限： 5 年

建设内容规划表： 见右表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所属区域 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
（㎡）

综合服务中心 景区大门、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等 30000

仙人洞游览区

服务区 5000

栈道 2000

观景台 1500

线路

步道 ——

休息亭 ——

观光车道 ——

索道 ——

山地休闲养生
度假村

民宿 30000

特色商品街 3000

美食馆 5000

客栈会所 20000

山地高尔夫球
训练场

18 洞球场 800000

会所区 50000

9 洞球场 400000

毡帽顶游览区

观景台 1500

庙宇 20000

餐饮服务区 10000

游乐园 50000

户外拓展区

户外拓展活动区域 60000

酒店 20000

餐饮中心 2000

观景休息区 10000

景观区及道路用地 5146666.67

总计 6666666.67





地域条件 建设地周边无学校及厂矿分布，有零星居民
住宅。

基础设施 宁洱县通路、通电、通水、通气、通电讯等，
基础设施配套完备。

地形条件 项目实施地地势相对平坦，荒坡、荒地多，公
害污染少。

交通条件 交通便利，运输便捷。

气候条件 年均气温 18.2℃，降水量 1398mm，雨季集
中在 6、7、8 月，对建筑施工无影响。

建设施工条件



项目主要原材料、辅料及劳动力供应情况

普通
工人 100 元 / 天 150 元 / 天

技术
工人

项目所需主要原料为各种钢材、水泥和木材，宁洱县建有
水泥厂及一定数量的砖厂、沙石厂等建筑所需施工原材料工厂，
可保障项目所需原料的供应。

建筑用材料的资源及可利用状况

总人口 19.5 万人，青壮劳力比重高，拥有劳动力总人口
13.95 万人，能满足多层次的用工需求。

劳动力资源及可利用状况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不满 1 千伏
1-10
千伏

35-110
千伏以下

110
千伏

220 千伏
及以上

最大需量
（元 / 千
瓦 . 月）

变压器容量
（元 / 千瓦 . 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0.483 0.473 0.473
其中：居民电炊用电 0.363 0.363 0.363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 0.732 0.722 0.712
其中：中小化肥生产用电 0.437 0.427 0.417

三、大工业用电 0.516 0.492 0.480 0.468 37 27

其
中

电炉铁合金、电解烧碱、合成氨、
电炉黄磷、电铝锭、电石生产用电

0.505 0.481 0.469 0.457 37 27

化肥生产用电 0.322 0.300 0.289 0.283 30 20
四、农业生产用电 0.452 0.442 0.432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0.299 0.294 0.289

电 价 表

水 价 表

原用水
类别

现行价格

改革后
水

价类别

调整后价格

调整后执行范围

到户
终端
供排
水价
格

其中
到户终
端供排
水价格

其中

供水
价格

污水
处理
费

供水
价格

污水
处理费

水资
源费

居民生
活用水 1.60 1.20 0.40 居民生

活用水 2.80 1.90 0.80 0.10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干休所、敬老院、养老院、孤儿院、疗养院、
社会福利单位用水等。

行政事
业用水 1.60 1.20 0.40

非居民
生活用

水
4.00 2.90 1.00 0.10

财政拨款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医疗单位、新闻出版、文体活动场馆、城市消防用水；
园林绿化、环卫环保、公园、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农林渔业用水；商业贸易、餐饮服务业、
旅社、招待所、宾馆饭店、旅游娱乐业、影剧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中介机构、金融保障业、

信托投资、证券交易、房地产、邮电通讯等经营服务行业用水及建筑施工用水等。

工业生
产用水 2.20 1.60 0.60

经营服
务用水 2.40 1.80 0.60

特种行业
用水 2.70 1.90 0.80 特种行业

用水 5.00 3.90 1.00 0.10 桑拿、洗脚和洗车业用水

   

辅料、燃料的资源及可利用状况



工艺技术及方案简述

以 ISO9000 质量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为指导，认真
按照《质量手册》和《项目质量保证计划》程序文件
的规定实施。

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及质量检查制度，以“施工
规范”为核心，工程施工中做到“施工前交底要详、
过程检查要细、完工验收要严”，对于质量达不到标
准的要坚决返工。

做好隐蔽工程验收、分部工程验收。

把好建筑材料质量关，加强材料的检查验收，主动接
受建设单位、监理公司的监督，坚决杜绝不合格材料
进场使用。

指定分包均必须经严格考察、分析对比、择优选用，
并通过业主、监理单位的认可。

认真执行、实施质量保证体系。实行项目经理、项目
工程师质量负责制，施工技术员岗位责任制，并制定
严格的奖罚制度。

质 保 措 施

施工组织设计由公司总工程师审批同意后，工程项目
经理部组织施工。

工程施工质量实行“工序质量”的控制管理方法。对
主要工序实行施工技术员事先技术交底“现场看工”
质量跟踪控制：质检员对“工序质量”过程检查。做
到以工作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以工序质量保证产品质
量。

严格执行材料验收制度和原材料“取样封存”的管理
方法及“计量”管理制度。

技术资料管理归档必须遵照公司有关规定标准并按企
业管理标准，做到及时、齐全、正确、规范。

工程质量及隐蔽工程验收严格实行“三级”管理验收
制度。先由班组自行检查经质检部门和技术部门复检
合格，再报请监理最终验收通过后，才能进行下一道
工序施工。



制订方案

确定开发目标

准备

可行性分析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规 划 一 般 流 程

旅游景区规划流程是一个循环系统，每个循环中包括 8 个阶段：准备；
确立目标；可行性分析；制定方案；方案的评价与比较选择；实施；监控反馈；
调整策略。

准备工作首先是要召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一个协作团体，共同解决
旅游开发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筑、工程与规划问题，这个协作团体的参
与者包括：市场与财务分析家、建筑师、饭店经营者、管理顾问、工程师及
招标承包商、土地规划者、地理学家与环境专家、律师、社会学家等。在准
备阶段，工作的重点是初步确定旅游景区开发的主要目的、旅游景区的类型、
规模及初步的景点区位选择。但其内容随着规划的深入将进一步详细、修正、
甚至改变。

一个旅游规划的方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政策与操作规程。政策方面包括
经济政策、立法、环保政策、投资政策等，操作规程方面包括土地规划、市
场营销计划、人力资源配置等。

（1）在政策制定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 旅游景区的类型与规模 
　 　2. 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永续利用 
　 　3. 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分工 
　　 4. 开发的阶段

（2）在旅游景区规划的操作规程部分则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部分： 
　　 1. 产品与服务的设计 
　 　2. 土地需求与土地利用规划 
　 　3. 人力与财力的配置 
　　 4. 市场营销计划 
　 　5. 机会与约束 
　 　6. 实施计划

旅游景区开发的目标包括社会、经济与环境目标。某专家在分析北美旅游
业的规划时，提出 3 个目标分别为：

第一，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第二，为产权拥有者及开发者提供风险酬赏；
第三，保护环境资源。

这一阶段要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详细地调查分析与综合。从而发现自
己的目标市场。对竞争性旅游景区进行竞争分析，以便找到旅游景区的市场
增长点。从而进一步决定旅游景区的类型、主题与最优规模。对上述材料进
行综合之后要确定旅游景区发展的主要机会、问题与约束条件，建立旅游景
区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承载力。



方案的评价与选择

对于方案的评价往往采用本益分析、目标实现矩阵和规划平衡表方法，这
里介绍一种简洁的矩阵评估法。选择一系列评估因子，并对各因子按其重要
性给予不同的权重，然后请各领域的专家对方案按各评估因子打分，最后对
各方案的评分进行加总，分值高者方案为优。评估因子包括实现旅游开发总
体目标的能力；与区域开发政策的一致性；成本效益比；创造就业机会数量；
创汇能力；社会文化与环境效益；对相关产业的联带作用；社会文化的消极
影响等。方案评价与选择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区域与旅游景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照顾地方居民、企业与政府的目标和利益。

实施

各开发主体按规划所设计的政策及角色分工对方案进行实施，进行实质性
开发工作，一般开发分四个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设施建设、经营、扩
张与调整。

监控与反馈

监控反馈程序包括三种工作：投入一产出统计，偏差评价与原因分析。产
出统计是对旅游开发经济产出，社会就业指标、基础设施改善、文化遗产保护、
环境目标等进行统计。投入统计主要是对成本的实际情况、资金分配结构、
各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情况进行统计。投入一产出统计之后便进行偏差评价，
即将投入一产出统计结果与财政预算、预定目标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哪些目
标已实现，哪些目标未能实现，找出计划与实施的偏差。然后对出现偏差的
原因进行分析，有外生因素如政局、市场、价格等因素，还有内生因素如人
力组织，政策失误，规划不可行等。

调整策略

对实施结果与预定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偏差的原因，调整目标或调整
实施方案，对规划的修改乃至重建更趋合理。



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

项目规划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已纳入当地中
长期发展规划。

宁洱县辖区内通路、通电、通水、通气、通电讯等，
基础设施配套完备，项目用地平整，附近无污染。

项目区周边基础设施齐全，分布有学校和医院，就医、
就学方便。



宁洱县招商局引资优惠政策

外来企业在我县兴办企业可以按规定享受国家、省、市的有
关优惠政策。此外，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国内外客商与县内企业合作兴办企业，县内的合资、合作者可用
原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和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作价入股，参与
生产经营性项目建设。

引进国内外企业或个人来我县兴办企业，形成 1000 万元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的，企业按期完成投资并经税务部门审核后，按企业年
上缴税收县级留成部分 10% 的比例对其进行一次性扶持。

外来投资企业从事经营性项目的，按有偿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一次性缴纳出让金有困难的，可以分期付款，首期付 30%，余款
可在 60 天之内付清。

引进项目属于世界 500 强企业或全国 500 强企业，经县有关部门
审定后，形成 10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按期完成投资
并经税务部门审核后，按企业年上缴税收县级留成部分 20% 的比
例对其进行一次性扶持。

鼓励外来投资企业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高、
产业链长、附加值高、能耗小、污染小、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大
的项目。对在宁洱工业园区中投资上亿元以上的新建项目，除
享受其它优惠政策外，符合信贷条件的，优先帮助企业申报财
政贴息贷款。土地出让按省、市、县有关政策给予优惠。

引进的企业按协议约定期限按时竣工投产（营业）并达产的：
第一年按企业年上缴税收县级留成部分 80% 的比例对其进行扶持，
第二年按企业年上缴税收县级留成部分 60% 的比例对其进行扶持，
第三年按企业年上缴税收县级留成部分 40% 的比例对其进行扶持。

土 地 利 用 优 惠 政 策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工 业 园 区 优 惠 政 策

政策优惠



交 通 运 输 状 况

从宁洱县出发仅
30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
普洱机场 。

航 空
中新高铁建在宁洱县

城附近，并在宁洱县城设
立面向东南亚的货运编组
站。

铁 路
县城距省会昆明 370 公里，距泰国曼

谷 1438 公里，距普洱中心城区 46 公里。
昆曼国际大通道（国道 8511 线）
兰磨线（国道 213 线）
瑞临线（国道 323 线）
小水线（省道 222 线）
四大线路均在宁洱交汇。

公 路





市场现状及分析
世界旅游发展大势

云南旅游发展大环境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对云南寄予厚重期望，提出 3 个发展
新目标、新定位：努力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就是“中国梦”云南篇章的主旋律。同时指出：“云
南旅游资源丰富，要大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旅游业发展”，这对云南旅游业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2015 年，中国国内旅游突破 40 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4 万亿元，出境旅
游 1.2 亿人次。

2015 年，中国全年完成旅游投资 10072 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其
中西部地区投资超过 2700 亿元。

2015 年，中国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消费、境外旅游消费均
列世界第一。

2015 年，中国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 10.2%。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指出，中国旅游产

业对 GDP 综合贡献 10.1%，超过教育、银行、汽车产业。

中国旅游大数据

（二）旅游业促进世界各国组团发展、资源共享

国际大通道的建设、经济合作交流平台的搭建、国家地区间一体化格局、
无障碍旅游区的构建，为旅游业连通各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作为最富活力、最具潜力、增长最快的综合性产业之一，旅游业是各国实
现资源、资本要素双向流动的最佳载体，是融合各国一体化，聚拢产业规模化
继承发展的核心要素。

（三）旅游方式趋向多元化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观光、娱乐等旅游方式逐渐
为多样化的旅游方式和项目所取代。国际旅游消费动向已由“目的”变为“手段”，
旅游方式朝着个性化、多样化、文化化的方向发展，内容丰富、新颖独特的旅
游方式和旅游项目将应运而生，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

( 一）旅游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行业发展放缓停滞的情况下，旅游业以独领风骚
之姿呈现逆势增长。

2015 年国际游客总人数达到 11.84 亿人次，增长 4.4%，旅游消费活动达
到 1.4 万亿美元，旅游收入 6.2 万亿美元，是世界经济总量的 9%。旅游业在国
家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愈加强烈，成为拉动各国产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国家地区间经济强势上行的新引擎。

注：2015 年中国 GDP10.38 亿美元，按占世界 GDP15% 计算算出世界旅游收入。

旅游消费活动：1.4 万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总量 :9%

国际游客总人数 :11.84 亿人次

旅游收入 :6.2 万亿美元

增长：4.4%



税费计算

本项目按照企业所得税 25% 进行计算。

盈利能力计算

1. 旅游人数以每年 20% 的增长率增加；
2. 住宿功能区接待天数按 365 天 / 年计算；

3. 本项目分为自营项目与销售项目。

注：本项目产值根据本地加工行业年产值数据，并参考其他省、市同等规模或相似规模行业产值数据
得出计算结果。

盈利模式

游综合服务费：景区门票、各景点间的交通接驳车、导游服务等；
二次、三次消费：餐饮、住宿、品茶、购茶、休闲娱乐等。

通过旅游区内部商铺、摊点销售或租赁等实现盈利

通过“旅游综合服务费 + 二、三次消费”实现盈利

通过销售、租赁实现盈利

通过酒店会所利润分成实现盈利

其他收入 : 会议承办、活动承办、产品展示、拍卖等营收

投资回报周期

截止 2031 年，本项目总年均收益约为：42857 万元（不含建设期），总
收入除去总成本费用和销售税金及附加，利润额约为 35%，则回报周期约为
15 年（含建设期 5 年）。

初步经济效益分析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投 资 估 算

项目总投资约 150000 万元

投 资 规 划

本方案规划建筑用地为 1520000 ㎡，其中建筑面积约 95000 ㎡。
详见右表。

资 金 筹 措 方 式

独资、合资

企业自筹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一 工程建设费用 104480

1 土地平整费用及设施建设费用 83733.28

2 行政、生活建筑工程 533.28

3 道路建设 7466.72

4 水、电、气等设施建设 7466.72

5 通讯线路 853.28

6 绿化建设 746.72

7 环保工程 368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8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106.72

2 勘察设计费 106.72

3 工程建设监督费 133.28

4 工程质量监理费 133.28

三 仪器设备费用 19200

四 基本预备金 3840

五 流动资金 22000

总投资 150000



本项目建设无污染源，土地、植被、空气和
水体无污染，施工期间有轻微粉尘和噪音，不会
对土壤、地下及周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项目建设期间产生的轻微粉尘和噪音，低于
环保有关规定和要求，同时采用设置隔离网、喷
水等措施减少粉尘的产生。

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初步评估



项目风险提示及政策

在当前旅游产品之间竞争已经上升为区域之间竞争的大趋势
下，推荐景点、项目是增强旅游市场开拓能力、发展旅游业的关键
所在。要紧紧围绕“普洱茶文化、赏茶马文化、品民族风情”的核
心旅游资源，制定促销策略，开展形式多样的旅游宣传活动，组
织特色鲜明的公益活动和文化活动，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旅游景点，
提高旅游服务设施档次，规范旅游宣传用语，突出旅游区整体形象，
增强旅游竞争力。

要进一步完善宁洱县旅游服务功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
境，努力在集镇建设、环境保护、旅游配套设施、旅游服务意识
等方面形成综合配套体系，增强宁洱县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不断推进普洱茶文化旅游产品结构调整，形成以普洱茶产业为
依托，以古道文化、自然生态村寨、国学文化为主的，人文景观
与自然景观、观光产品与休闲度假及特种旅游共同发展的现代旅
游产品结构。





合作方式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