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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柯里茶马驿站风情谷旅游开发建设项目

新建、改扩建

旅游业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简述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那柯里村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725 公顷，投资概
算 4.8 亿元。项目主要分为改扩建工程与新
建两大版块，其中改扩建工程为茶马驿站服
务区升级改造，其中包括茶马古道遗址博物
馆、游客接待中心、野外宿营区、田园茶马
古道、河道景观治理、沿河茶马古道、景区
文化氛围与文化小品营造（马帮及农耕文
化）、景区绿化、景区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项目为普洱艺术村，占地面积约 650
亩，其中包括音乐创作基地、艺术家工作室、
影视外景拍摄基地等项目。

项 目 简 介
Project profile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725 公顷

投资概算 4.8 亿元



项目介绍

	 宁洱县同心镇那柯里村是普洱茶的原产地和集散中心，
更是古普洱府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是宁洱县现
存较为完好的古驿站之一。其历史价值高，保存完好的那
柯里段茶马古道（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茶马古道遗址便在
于此。那柯里村具有深沉醇厚的茶马古道文化与悠久的历
史痕迹，百年荣发马店、那柯里风雨桥、当年马帮用过的
马灯、马饮水石槽等历史遗迹现今犹存，每年吸引着来自
美国、日本、香港等全世界的游客。
	 2009 年 12 月，那柯里茶马驿站成功申报为第二批省
级旅游特色村。2012 年 12 月，被中国国家地理栏目评为“云
南 30 佳最具魅力村寨”之一。同时，被称为“云南省第
二首《小河淌水》”的《马帮情歌》就在这里诞生。

那柯里村概述

南 30 佳最具魅力村寨”之一。同时，被称为“云南省第
二首《小河淌水》”的《马帮情歌》就在这里诞生。



那柯里茶马驿站概述
	 项目占地大约 70 亩，四面环山，两条小河相汇于此，山青水秀，自然生态良好，景色也十分秀丽，具有多彩的民族风情，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
族世代栖息于此。“那柯里”为傣语发音，“那”为田，“柯”为桥，“里”为好，“那柯里”的意思是说该村小桥流水，沃土肥田，岁实年丰，是理
想的人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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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以人为本”原则，全面升级景区服务力，打造集引导、
服务、游憩、集散、宣传五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游客接待中心，彻底
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为游客带来全面、专业的旅游咨询服务。

	 利用那柯里村丰富的自然水系资源，结合茶马古道遗址，打造“远
看山有色，近听水有声”的沿河茶马古道景观带。

	 该项目是一家专门研究并展示茶马古道遗址遗迹与历史文化的博
物馆，是宁洱县唯一的从事茶马古道文化研究、宣传、推广的专业机构。
茶马古道遗址博物馆科学系统地介绍了茶马古道的起始时间、线路和重
大历史事件，是人们了解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小品景观，覆盖整个景区，集中体现那柯里村
马帮及农耕文化，营造风尘滚滚、灿烂依旧的茶马古道文化，让游客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那柯里村的千年文明之美。

	 依托那柯里村历史悠久的马帮文化与毓秀山水，合理利用自然景
观与历史遗迹，打造具有文化特色的野外宿营区，为游客带来生态资源
丰富、文化氛围浓厚的野外宿营地。

	 邀请优秀景观设计团队，对景区内绿化景观全面升级，在保持景
区总规保持协调的情况下，考虑地形、资源，使景区园林景观与周边自
然环境和整个景区格调相互协调、融为一体。实现提升景区品质、塑造
景区风貌、改善景区环境，从而完成景区形象定位。

	 以茶马古道为主、那柯里村丰富的田园景观为辅，二者结合，打
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独具那柯里村特色的田园茶马古道。

	 打造自然生态河道堤岸，以“回归自然、保持生态”为理念，以“保
护、创造生物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景观”为前提，对那柯里村原有的
河堤改造成为水体、土体和生物相互涵养、具有可持续生态循环，趋于
自然的河道景观。

茶马驿站服务区改扩建项目

游客接待中心 沿河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遗址博物馆 马帮及农耕文化氛围营造

野外宿营区 景区绿化

田园茶马古道 河道景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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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艺术村概述
	 普洱艺术村项目占地 650 亩，是集艺术展览、名人聚会、文艺创作、学术研讨为一体的文化创作交流区。以低层、原始、古朴的普洱地方民居为主，
旨在打造一处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标性建筑。极大提升那柯里的人文底蕴，吸引国内外众多知名艺术家到美丽的那柯里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和创
作研讨，打造人文休闲旅游品牌。

	 结合云南多彩的民族风情，依托那柯里村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富
的创作元素，搭建云南特色的音乐空间和原创基地，打造云南民族音乐
与世界的文化、创意交流平台。

	 吸引当代艺术家进驻，与艺术家在遗产保护、学术交流、文化推广、
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形成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乡村风味浓厚、民
俗民情独特的艺术体验创作区，真正地把生活体验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
提升艺术作品的感染力。

	 随着近年影视文化的兴起与发展，项目拟建专业影视外景拍摄基
地，从事影视剧拍摄制作、影视剧拍摄景区及相关旅游资源开发经营等
业务，实现影视拍摄一条龙服务和全方位服务。进而打造集影视拍摄制作、
生态度假、观光旅游、康复疗养等功能为一体的影视旅游基地。

普洱艺术村新建项目

音乐创作基地

艺术家工作室

影视外景拍摄基地

01

02

03



项目在本地区的作用与地位

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周边效益

带动就业

品牌建立

文化旅游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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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黑镇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打造精品生
态旅游村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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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成后，可提升同心镇、那柯里村乃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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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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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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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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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马古道第一镇旅游开发项目可以抓住茶马核心文化，倚靠本土自然资源优势进行文化旅游产业共
同发展。



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已纳入当地中长期发展规划，已完成项目概念性规划设计。

项目实施依据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asis



项目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简述
Natur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location

地理环境

最热月(6月)平均气温 22℃

年平均气温 18.2℃

最低点海拔 551.7米

最高点海拔 2851.1米

每公里海拔下降 22米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12℃

年平均日照时数 1921.2小时

雨季 5月至10月

年均降雨量 1414.9毫米

无霜期 3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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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镇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位于宁洱县城南部，距离宁洱县城 17 公里，距离思
茅城 40 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 22° 50′ 17″ --23° 01′ 03″ , 东经 100° 54′ 13″ --101° 12′ 17″ . 东
邻勐先乡，西邻德化乡，南邻思茅区，北邻宁洱镇。
	 同心镇国土面积 345.4 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面积 30314 亩 , 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 2.32
亩 . 最高海拔为 2080.5 米 ( 会连村大庙山山顶 ), 最低海拔为 896 米 , 相对高差 1184.5 米 , 乡政
府所在地锥栗河海拔为 1210 米 . 平均气温 20.2℃ , 年平均降水量 1400 至 1700 毫米。

	 那柯里村隶属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镇，地处同心镇西边，距乡政府所在 10
公里。国道 213 线、磨思二级公路、磨思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交通方便，距县城 20 公里，东邻
同心村，南邻富强村，西邻思茅区，北邻漫海村。全村国土面积 26.5 平方公里，海拔 1280 米，
年平均气温 20℃，年降水量 146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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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

宁洱县

同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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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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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镇种植业以粮食、茶叶、咖啡和蔬菜为主，养殖业以生猪养殖
为主，第二、三产业以生产经营建筑材料为主。
				2007 年 农 村 经 济 总 收 入 为 2642.92 万 元， 其 中： 种 植 业 收 入
1311.85 万元，占总收入的 28.4 ﹪；畜牧业收入 575.68 万元，占总
收入的 12.3 ﹪；渔业收入 9.78 万元，占总收入的 0.2 ﹪；林业收入
282.1 万元，占总收入的 5.2 ﹪，第二、三产业收入 375.93 万元，占总
收入的 52.5 ﹪；工资性收入 133.29 万元，占总收入的 1.3 ﹪。农民人
均纯收入 808.6 元，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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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1.4、4.2、4.4 个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增长率 拉动经济率 经济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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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经济情况表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度表

全县城镇、农村收入消费表



自然资源

森林资源

动物资源

水能资源

矿产资源

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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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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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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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 2014 年，宁洱县有铜、铁、铅、锌、岩盐、煤等矿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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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林地面积

森林覆盖率

活立木蓄积量

425.5万亩

77.4%

2076万立方米

境内河流

水能蕴藏量

可供开发利用

5千米以上121条

53.68万千瓦

16.1万千瓦

森林资源

水能资源

土地资源

辖区总面积

热区土地面积

热区土地面积占比

3670平方公里

240万亩

44%

宜林、宜农、宜牧荒山灌丛 175万亩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2.5亩

林业用地面积 284103.4公顷

林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 77.42%

人均林业用地面积 22.9亩



项目业主相关介绍
Owner related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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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scale

725 公顷（725 万平方米）

64 万平方米

650 亩（约为 433333.33 平方米）

5 年

项目总占地面积

改扩建项目面积

新建项目建筑占地面积

建设期限



改扩建内容规划

改扩建占地面积统计表

所属区域 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

综合服务中心 游客接待中心、景区大门、停车车场、餐厅 20000

茶马古道遗址博物馆 陈列区、观众服务设施、藏品库区、技术用房、行政
办公用房、学术研究用房、设备用房

野外宿营区 接待中心、购物中心、停车场、烹饪区、卫生间、

茶马古道体验区

田园茶马古道 200000

沿河茶马古道 300000

沿河栈道 ——

马帮及农耕文化氛围 景观小品 ——

景区绿化 环境改善、植被种植 ——
河道景观治理 环境改善、植被种植 ——

		总计：640000 平方米

功能分区占地面积统计表

项目 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

音乐创作基地 音乐交流创作中心、音乐展示中心 96802.87

艺术家工作室 艺术家村落、作品展览馆 66257.25	

影视外景拍摄基地 酒店、餐饮中心 270273.21

总规划面积：433333.33 平方米



贰

项目实施条件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建设施工条件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地域条件

基础设施

地形条件

交通条件

气候条件

建设地周边无学校及厂矿分布，有零星居民住宅。

宁洱县通路、通电、通水、通气、通电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备。

项目实施地地势相对平坦，荒坡、荒地多，公害污染少。

交通便利，运输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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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均气温
18.2℃

降水量
1398mm

雨季集中在
6、7、8月



项目主要原材料、辅料及劳动力供应情况
Main raw materials, auxiliary materials and labo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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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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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工人：100 元 / 天
		技术工人：150 元 / 天

建筑用材料的资源及可利用状况

劳动力资源及可利用状况

总人口
19.5 万人

劳动力总人口
13.95 万人



辅料、燃料的资源及可利用状况

电价表

用电分类

居民生活用电

其中：居民电炊用电

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

其中：中小化肥生产用电

大工业用电

其
中

27

27

基本电价

37

37

0.468

0.457

电度电价

0.483

0.363

0.732

0.437

0.473

0.363

0.722

0.427

0.516

0.505

0.473

0.363

0.712

0.417

0.492

0.481

0.480

0.469

农业生产用电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20300.283

0.452

0.299

0.322

0.442

0.294

0.300

0.432

0.289

0.289

变压器容量(元/千瓦.月)220千伏及以上不满1千伏 1-10千伏 35-110千伏以下 用电分类 最大需量(元/千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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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肥生产用电

水价表

0.801.902.70 桑拿、洗脚和洗车业用水0.101.003.905.00特种行业用水

调整后执行范围

特种行业用水

原用水类别 到户终端
供排水价格 供水价格 污水处理费

现行价格

其中 改革后水价类别 到户终端
供排水价格 供水价格 污水处理费 水资源费

其中

居民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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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801.902.80居民生活用水0.401.2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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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0.401.201.60

1.602.20 0.101.002.904.00非居民生活用水

0.601.802.40

行政事业用水

经营服务用水

调整后价格

工业生产用水



工艺技术方案简述
Brief introduction of process technology plan

质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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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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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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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做好隐蔽工程验收、分部工程验收。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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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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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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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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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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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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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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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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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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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使用者
的需求

保护环境
资源

为产权拥有者
及开发者提供

风险酬赏

准备 确立目标 可行性分析 制定方案

实施监控反馈调整策略

方案的评价
与比较选择

准备

确定开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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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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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性分析

制订方案

在政策制定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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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景区的类型与规模	 产品与服务的设计	

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永续利用	 土地需求与土地利用规划	

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分工	 人力与财力的配置	

开发的阶段 市场营销计划	

机会与约束	

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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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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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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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规划更趋合理，对规划的修改乃至重建。

方案的评价与选择

实施

监控与反馈

调整策略



古建筑修复工艺

修复木结构基层

一麻五灰操作工艺

工序 工艺作用
地仗处理可分为斩砍
见 木、 撕 缝、 下 竹 钉
和汁浆四道工序。

木结构因受潮引起胀缩变形，
传 统 工 艺 多 采 取 披 麻 刮 灰 作
法。一是保护基层少受外界温
度、湿度影响；二是起缓冲作
用，使基层的变形反映到彩画
表面时比较均匀分散。

木基层处理

地仗 地仗处理 传统工艺
我国古建筑多为木结
构，木基层叫地仗。

为保护木材和保证彩
画 的 质 量， 对 地 仗 进
行处理叫地仗处理。

根 据 质 量 要 求， 分 别
采 取 一 麻 五 灰、 一 布
四灰或单披灰作法最
为普遍。

工艺流程：先捉缝灰、扫荡灰、然后使麻、再压麻灰、中灰和细灰，最后进行磨细钻生。一般均须三人流水操作。

先捉缝灰 扫荡灰 使麻 压麻灰、中灰和细灰 磨细钻生



水泥制品基层

其它预制板基层

基层处理方法是：

	 水泥类材料作为基层的胀缩必性小，没有必要使麻，做两道灰即可。如有坑洼不平或
缺	棱短角等毛病，应由抹灰工抹平找齐。

	 将制品表面清扫干净后，饱满地刷一道用三倍松香水稀释的生桐油，使其渗入一定深
度起加固水泥基层的作用。干燥后打磨、扫净。然后用“中灰”找一遍腻子，再满一批一遍，
操作时刮密实；平面用薄钢片，曲面用椽胶板，干后满磨、扫清掸净。其余“细灰”、“钻
生”均同前。
	 由于水泥制件含有碱性物质和水分，会严重影响油漆涂层的质量，发生变色、起泡、
脱皮和碱性物质皂化、腐蚀等现象，因此，在进行彩画前必须对基层面进行认真处理。

用石膏板、矿棉水泥板、胶全板等作顶棚或隔墙，避免有拼缝、钉眼及缺棱短角、不平整等问题。

注意事项

是必须等水泥制品完全干透才能做地
仗（即基层表面处理），以免水分蒸

发不出来，造成灰皮脱落

水泥制品表面不宜太光滑，以小订面
为宜，使油灰能与基层结合牢固



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
Preparatory work and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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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镇辖区内通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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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优惠
Preferential policies

土地利用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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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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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园区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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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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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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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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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协议约定期限按时竣工企业 第三年税收40%扶持

按协议约定期限按时竣工企业 第二年税收60%扶持

第一年税收80%扶持按协议约定期限按时竣工企业

税收20%一次性扶持500强企业投资1000万元以上

税收10%一次性扶持1000万元以上资产投资企业



交通运输状况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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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

中新高铁建在宁洱县城附近穿过，并在宁洱县城设立面向东南亚的货运编组站。

航空

从宁洱县出发仅3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普洱机场。



叁

项目效益分析与评估
Benefi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市场现状及分析
Market status and analysis

世界旅游发展大势

旅游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旅游业促进世界各国组团发展、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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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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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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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4.4%

世界经济总量的 9%

2015 年国际游客总人数达到 11.84 亿人次

旅游消费活动达到 1.4 万亿美元

旅游收入 6.2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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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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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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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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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那柯里村的资源被充分挖掘和开发后，随着基础设施的配套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到
该旅游区的游客人数会逐渐增加，那柯里村将成为宁洱旅游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预计
近期（2016 － 2020）年到该旅游区的游客人数将为宁洱游客总人数的 20%；中期（2021 －
2025）到该旅游区的游客人数所占宁洱游客总数的比例将有所提高，可达 25% 左右；远
期（2025 － 2030）随着同心镇知名度的提高和各项设施的配套完善，到旅游区的游客人
数可占全县游客总人数的 30%

云南旅游发展大环境

同心镇那柯里村现状

宁洱游客总人数的 20%

宁洱游客总人数的 25%

全县游客总人数的 30%

近期（2016 － 2020）年到该旅游区的游客人数

中期（2021 － 2025）年到该旅游区的游客人数

远期（2025 － 2030）年到该旅游区的游客人数



初步经济效益分析
Preliminary economic benefit analysis

盈利模式

二、三次消费 盈利

景区门票 餐饮

各景点间的交通接驳车 住宿

导游服务等

通过旅游区内部商铺、摊点销售或租赁等实现盈利

品茶、购茶

休闲娱乐等

旅游综合服务费

通过销售、租赁实现盈利

通过扶持的本地民宿、农家乐利润分成实现盈利

通过承办大型会议、活动或场地租赁实现盈利



盈利能力计算

税费计算

首年旅游人数约为 20000 人，旅游人数以每年 20% 的增长率增加。01

住宿功能区接待天数按 365 天 / 年计算。02

其他收入指的是酒店餐厅、会议活动承接、商务中心等其他功能获取的收入。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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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按照企业所得税 25% 进行计算



盈利表

自营项目收入 截止 2027 年共计完成自营收入约 9774.538 万元

所属区域 自营盈利项目
2017
—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人次 / 年
人均
消费
/ 元

小计
（万元）

人次
/ 年

人均
消费
/ 元

小计
（万元）

人次
/ 年

人均
消费
/ 元

小计
（万元）

人次
/ 年

人均
消费
/ 元

小计
（万元）

人次
/ 年

人均
消费
/ 元

小计
（万元）

人次
/ 年

人均
消费
/ 元

小计
（万元）

综合服务
中心

停车车场

建
设
期

10000 30 300000 12000 30 360000 14400 35 504000 17280 35 604800 20736 40 829440 24883 40 995320

餐饮 15000 50 750000 18000 50 900000 21600 60 1296000 25920 60 1555200 31104 70 2177280 37324 70 2612680

景区维护费 18000 30 540000 21600 30 648000 25920 40 1036800 31104 40 1244160 37324 50 1866200 44788 50 2239400

导游 18000 80 1440000 21600 80 1728000 25920 100 2592000 31104 100 3110400 37324 100 3732400 44788 100 4478800

茶马古道
遗址
博物馆

门票 12000 50 600000 14400 50 720000 17280 60 1036800 20736 60 1244160 24883 70 1741810 29859 70 2090130

纪念品销售 10000 80 800000 12000 80 960000 14400 100 1440000 17280 100 1728000 20736 110 2280960 24883 110 2737130

购物中心 8000 50 400000 9600 50 480000 11520 60 691200 13824 60 829440 16588 70 1161160 19905 70 1393350

野外宿
营区

营区租赁 10000 50 500000 12000 50 600000 14400 60 864000 17280 60 1036800 20736 70 1451520 24883 70 1741810

装备租赁 5000 70 350000 6000 70 420000 7200 80 576000 8640 80 691200 10368 90 933120 12441 90 1119690

茶马古道
体验区

田园茶马古道 12000 20 240000 14400 20 288000 17280 30 518400 20736 30 622080 24883 40 995320 29859 40 1194360

沿河茶马古道 15000 20 300000 18000 20 360000 21600 30 648000 25920 30 777600 31104 40 1244160 37324 40 1492960

骑马、拍照 8000 80 640000 9600 80 768000 11520 100 1152000 13824 100 1382400 16588 110 1824680 19905 110 2189550

普洱茶 DIY 制作 10000 60 600000 12000 60 720000 14400 80 1152000 17280 80 1382400 20736 90 1866240 24883 90 2239470

休闲中心 6000 30 180000 7200 30 216000 8640 50 432000 10368 50 518400 12441 60 746460 14929 60 895740

总计（万元） 7640000 9168000 13939200 16727040 22850750 27420390
 



投资回报周期

销售项目

销售项目（单位：万元）

	 截止 2027 年，本项目总营收约为：33124.538 万元，总收入除去总成本费用和销售税金及附加为利
润总额，则回报周期约为 6 年（不包含建设期）。

截止 2022 年完成销售收入共计：2.335 亿元

销售项目 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艺术家村落

面积（平米） 8000 15000 12000

单价（元平米） 5000 6500 8000

销售收入 ----------- 40000000 97500000 96000000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Investment estimation and financing

企业自筹

投资估算

资金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约 48000 万元

独资、合资

股权

投建

资金

项目公司

合资 独资

出资人 1 出资人 2 出资人 3



投资规划

本方案拟改扩建用地为 640000 平方米。
拟新建用地为 433333㎡，建筑面积约 200000㎡。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一 工程建设费用 33350
1 土地费用及平整 26844.3
2 行政、生活建筑工程 184.62
3 道路建设 2541.89
4 水、电、气等设施建设 2256.84
5 通讯线路 268.81
6 绿化建设 253.54
7 环保工程 100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33.35
2 勘察设计费 33.35
3 工程建设监督费 41.65
4 工程质量监理费 41.65
三 设施设备费用 5000
四 基本预备金 1500
五 流动资金 8000

总投资 48000



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初步评估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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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风险提示及对策
Project risk prompt and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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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磨黑镇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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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合作方式及其它
Cooperation mode and other



合作方式： 企业自筹

联系方式：陈勇 13577961598
联系单位：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招商合作局
联 系 人：陈勇
联系电话：0879-3231799
传 真：0879-3231799
电子邮件：NEZSHZ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