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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旅游行业已经逐渐成为了人们在
业余闲暇时间当中的重要休闲与娱乐活动内容。在近些年来,农村的生态旅游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旅游
产业与发展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虽然农村的生态旅游与发展非常的迅猛,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却依旧存
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对这一行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影响。由此,本文主要针对“城镇化背景下
农村生态旅游管理对策探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探讨,为进一步优化城镇
化背景之下农村生态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促进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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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Eco-tourism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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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living standard of human being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leisure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Rural eco-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its development are rapi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difficult to solve in this process, which
have brought many impact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countryside eco-tourism management research under the urbanization background"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iew, hoping to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rural eco-tourism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the pertinence analysis and th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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