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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磨万铁路建设为背景，运用 ArcGIS 网络分析技术，针对研究区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

统的特点，构建了交通通达性指数模型和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模型。 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交通条件变
化对区域通达性时空格局演化的意义，并通过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空间变化率探讨了旅游和交通耦
合协调性，进一步分析了由高铁引起的日常可达性变化对旅游等时圈空间分异的影响。 结果表明：
磨万铁路建设能改善研究区交通和旅游的综合区位条件，且对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具有明显
时空压缩作用，虽然旅游发展水平格局依然存在极化现象，但空间差异却在不断减小。 总之，高铁
的开通从整体上促进了高铁沿线旅游经济带的形成，加速了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将对老
挝旅游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磨万铁路；通达性；旅游经济联系潜力；万象；万荣；琅勃拉邦；旅游等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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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度与旅游产业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区位优势，增加旅游景区的可达性和吸引力，促进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和旅游空间演变。高速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准时、稳定的特点，可降低人们的旅游时间成本，
拓展旅游空间范围[1]。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的大背景下，磨万高速铁路建设作为
连接东南亚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优先列入实施计划，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举行
了开工奠基仪式，预计到 2021 年建成通车，磨万高速铁路的建成可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区域
旅游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研究未来磨万铁路对老挝旅游交通网络的时空影响，分析
高铁作用下沿线主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的变化， 对老挝旅游业发展及中国与东盟的互
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18-01-18；

修订日期：2018-05-01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科研基金（201508）。
作者简介：齐冉（199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国土与区域规划，E-mail：18231133779@163.com。
通 讯 作 者 ： 徐东瑞（1966-），男，副教授，主要从事有关水土资源评价及“
3S”应用的研究与教学工作，E-mail：xxddrr66@sina.com。

5期

齐冉

等：磨万铁路对沿线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的影响分析

43

高铁对旅游经济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 其中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影
响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 U.Blum K 认为高铁沿线区域一定程度上可扩张为一个功能区或整
体经济走廊[2]。Gutierrez 采用出行时间、经济潜力和日常可达性三项指标的加权值，评估了
马德里 - 巴塞罗那 - 法国边境高铁线对区域可达性格局的影响[3]。 Lopez-Pita A 等学者发
现高铁可以促进区域间旅游互作与发展，增加“一日游”出行频率，增加旅游意愿与需求[4]。
Hyojin Kim 使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潜在可达指标评估高铁网络扩展各阶段空间分布变
化情况[5]。 国内相关研究从内容角度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交通对旅游消费者动机和
决策的影响，如：梁雪松利用层次分析模型，分析了旅游消费需求与出游交通工具选择的关
联性[6]。许春晓等通过分析旅游者的选择意向，研究了交通 - 旅游系统空间互作规律[7]。另一
方面是交通网络与旅游经济耦合效应分析， 张学良等研究得出高铁的快速发展将会使同城
化加快，进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8]。 汪德根等通过研究京沪高铁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
影响，指出交通 - 旅游系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马太效应、过滤效应和同城效应[9]。 胡文海等
从时间变化和空间演变两个方面分析了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差异[10]。 从研究方法看主要包
括平均出行时间法、经济潜力法和日常可达性法三种。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高铁网络对旅游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影响、对旅
游经济发展及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影响等方面。且基本上均为对现状的分析和总结，缺少对未
来规划交通网络实施前后旅游格局时空分异的对比研究。 因此，本文在 GIS 技术支持下，运
用空间网络分析方法和引力模型分别测算老挝磨万铁路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 通过构建
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模型， 进一步分析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变化与研究区旅游业发展的动态关
系；并以铁路沿线旅游城市为中心探讨其旅游通勤圈的辐射效应，为促进中国 - 老挝区域旅
游发展制定更加高效合理的旅游策略提供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老挝位于北纬 13°54′～22°29′，东经 100°05′～107°41′之间，是中南半岛北
部的内陆国家，北接中国，南邻柬埔寨、东与越南接壤，西北、西南毗邻缅甸、泰国。 本文以磨
万铁路穿过的琅南塔省、乌多姆塞省、琅勃拉邦省、万象省、万象市的 44 个县级地区作为研
究区（图 1）。 其中，铁路在老挝境内全长 418 千米，全线共设有 31 个站点。
研究区是老挝旅游资源的集中地，其旅游资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文化景观、历史遗迹
等。 其中，万象市旅游资源主要为佛教文化类景观，如：塔銮、佛像公园、西蒙寺等。 万象省旅
游资源最丰富的是万荣自然景区。 琅勃拉邦省主要包括琅勃拉邦、孟威和北乌三大景区，其
著名的旅游资源为光西瀑布、白雪瀑布和帕乌石窟等自然景观以及香通寺、普西山和迈佛寺
等佛教文化景观。琅南塔省和乌多姆塞省著名的旅游城市有琅南塔、孟新、孟塞和北宾，景区
大多为自然景点和文化博物馆。
1.2 数据获取与处理
研究采用老挝 2015 年交通现状和 2021 年高铁网络规划数据， 根据交通网络类型划分
为公路和铁路，公路等级划分按照《中国公路与城市道路分级标准》并结合老挝实际情况，分
为主干道、次干道及支道，各级公路时速标准如下：主干道 60km/h；次干道 40km/h；支道为
30km/h；铁路等级划分依据《中国铁路划分标准》分为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目前老挝现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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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铁路仅有从万象至泰
国 边 界 的 3.5km 货 运 铁
路， 且位于万象的哈赛丰
县，与本研究没有关联性，
所以在文中不予考虑。 未
来规划建设中的高速铁路
起点为中老边境口岸磨
丁，终点是老挝首都万象，
高铁客运设计最低时速为
160km/h。研究区人口数据
及旅游数据主要来源于
《老挝统计年鉴》、《老挝旅
游统计报告》、老挝劳动统
计 局 网 站（http://www.
lsb.gov.la/lsb/en/） 和
老 挝 旅 游 局 网 站（http:
//www.tourismlaos.
org/）。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The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region

根据老挝政府发布的国民经济规划，从 2015 年至 2021 年没有干线公路、支线公路和其
他铁路的建设开工，因此只需考虑磨万铁路对沿线城市交通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交通通达性指数与变化率
交通通达性指一个地区到达另一个地区的便捷程度[11]，在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影响
的研究中常采用的指标主要有最短距离、成本加权距离[12,13]、平均出行时间[14]等。 本文在评
价某个节点到其他目的地平均出行时间的基础上， 采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来计算交通通达
性， 所谓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是在最短出行时间的基础之上采用节点的某种规模为权重进行
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指标越低，该节点的通达性指数越高。 计算公式如下：
n

Ti=

移t

p

ij j

j = 1
n

移p

（1）
j

j = 1

Si= 1
Ti
Li=

Tib -Tia
荭Ti
=
×100%
Tia
Tia

（2）
（3）

式中： Ti 表示区域内节点 i 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tij 表示节点 i 到 j 的最短出行时
间，Pj 为目的地节点城市人口数量指标，n 为研究区域内节点数量；Si 表示节点城市通达性
指数；Li 表示 i 城市通达性变化率，Tia 表示 2015 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Tib 表示 2021 年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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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行时间，荭Ti 表示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变化值。
2.2 旅游经济联系潜力与变化率
以磨万铁路规划站点城市交通和旅游经济数据为依据，利用 ArcGIS 10.2 软件工具，通
过建立交通网络数据集、设置连通性组，采用网络分析工具箱中的 OD 成本矩阵工具测算任
意两城市间通过陆路交通系统的最短出行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模型，
以明确交通时间对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的时空影响。
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根据引力模型修正而来[15,16]，在区域旅游经济联系方面运用广泛，其
计算公式为：

Cij=

姨ViRi 姨VjRj
t2ij

（4）

n

Ci=

移C

ij

（5）

j = 1

Mi=

Cib -Cia
荭Ci
=
×100%
Cia
Cia

（6）

式中：Vi 为 i 城市旅游总人数，Ri 为 i 城市旅游总收入；Vj 为 j 城市旅游总人数，Rj 为 j
城市旅游总收入；tij 为城市 i 与 j 之间最短出行时间。Cij 是旅游经济联系量，反映了城市间
旅游经济联系程度；Ci 为 i 城市与其他城市旅游经济联系量之和，反映了该城市在区域旅游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小。 Mi 表示 i 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变化率，Cia 表示 2015 年旅游经济
联系潜力，Cib 表示 2021 年旅游经济联系潜力，荭Ci 表示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变化值。
2.3 等时旅游圈
等时旅游圈分析即日常可达性分析，是指以某个节点或某个城市为中心，计算用不同时间
所能到达的距离范围，通常用日常可达性指数表示[17,18]。 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9,20]，
结合老挝实际情况分别界定 3h 内、6h 内和 6h 以上到达的城市为“一日游”、“两日游”和“七
日游”城市。利用 ArcGIS 中网络分析生成高铁站点影响下的辐射区内旅游城市等时圈图，以
反映在磨万铁路开通前后等时旅游圈内可达旅游城市的范围及数量变化，公式为：
Ai=tij

（7）

式中：Ai 表示 i 城市的日常可达性指数,tij 为 i 城市到区域其他旅游城市 j 的最短出
行时间。

3

结果分析

3.1 交通通达性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根据加权平均出行时间进行计算， 得到研究区内各城市交通通达性指数分布图。 在
2015 年无高铁的情况下（图 2a），交通通达性指数整体偏低。 通达性良好区域大部分位于万
象省的东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老挝中寮地区经济相对发达， 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
善，具有与区域内其他地区间互联互通的区位优势；通达性较差的区域主要位于琅南塔省，
该省位于老挝上寮经济不发达地区，交通网络不完善，道路等级低，交通通达性指数明显低
于其他省份。 预计在 2021 年高铁建成后（图 2b），与 2015 年相比区域通达性整体得到了提
升，且高铁沿线位于通达性高值中心，通达性由内向外呈梯次辐散。 这说明高铁建设提高了
沿线交通区位条件，优化和完善了老挝交通网络系统，进一步提高了交通网络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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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
交通通达性变化率是反映一个地区交通网络通达性提升幅度的指标。 对 2015 年和
2021 年高铁通车前后交通通达性时空变化率进行了分析。 高铁开通后通达性变化率平均达
到 40%以上（图 2c），其中高铁沿线变化率较大，与其他地区相比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带状区
域。 变化率最大的地区为乌多姆赛省的孟加，变化率高达 70%左右；其次是乌多姆赛省的纳
磨和孟塞变化率分别为 62%和 61%。琅勃拉邦省东北边缘和万象省西南边缘是研究区内变化
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均在 30%以下。 由此得出，通达性变化率随着地区与高铁距离的拉近逐
渐增高， 高铁对城市时空压缩效应越明显。 造成上述通达性变化率时空分布差异的原因在
于：高铁对交通网络不完善、连接度较低的地区影响显著，通达性提升幅度大，变化率也较
高，其中被规划为高铁站点的城市变化率提升最为明显；而对原来道路连通性高、区位条件
好的地区提升作用较为有限，通达性变化率为低值。

a

2015 年

b
图2

2021 年

c 变化率

磨万高铁开通前后交通通达性及其变化率空间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ffic accessibility and its rate of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Boten-Vientiane railway

3.2 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的空间变化
根据公式（4）和公式（5）对相关空间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了高铁开通前后研究区各
地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分布图。 在 2015 年无高铁情况下（图 3a），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的分布呈
现多核心向外围圈层递减趋势，其中万象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值最大，其次为万象省的万荣
和琅勃拉邦省的琅勃拉邦， 西北部地区较高的是琅南塔。 预计在 2021 年高铁建成后 （图
3b），研究区的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整体得到提升，其高值区域同交通通达性空间分布具有一
定程度的相似性，沿高铁向外缩小形成走廊分布趋势；并且出现了孟卡西、香恩和孟塞几个
明显的新核心高值区域。但从高铁建成后的旅游经济联系潜力计算结果来看，距离高铁较远
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潜力依然较低，而琅勃拉邦、万象和万荣这些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潜力仍保持较高水平。因此，这一趋势会导致研究区旅游发展水平格局依然存在一定的极化
现象。 通过上述分析，高铁开通前研究区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协调性较低,其发展阶段
属于非同步耦合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亟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 高铁开通后，旅游经
济与交通系统关系趋向协调，进一步提升了两系统间良性互动水平，但还需加大旅游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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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投资力度。
通过高铁建成前后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变化率来看（图 3c），高铁开通产生的时空压
缩效应促使地区间时间距离缩短，呈现明显的高铁带动效应，提高了景点和节点城市对外旅
游经济联系总量，但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变化率提升幅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高铁建成后，
琅勃拉邦 - 乌多姆赛一带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变化率大， 其中新核心高值区域孟卡西和香恩
自然景观较多，孟塞旅游资源主要包括佛塔、乌多姆赛博物馆等文化景观，旅游资源质量较
好，而且临近重要旅游城市琅勃拉邦，辐射带动作用强，所以交通通达性对旅游经济提升作
用非常明显。但是，对原有旅游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加权平均出行时间较低的城市
（万象、万荣、琅勃拉邦等）提升作用较为有限，潜力变化率较小。研究区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的
空间变异系数在无高铁和有高铁的情况下分别为 0.3454 和 0.2931， 表明交通通达性的好
坏直接影响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差异性。因此，高铁的建设将会促进高铁沿线旅游经济
带的形成，进而促使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展。

a

2015 年

b

2021 年

c 变化率

图 3 磨万高铁开通前后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及其变化率空间分布
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 potential and its rate of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Boten-Vientiane railway

3.3 等时旅游圈分析
磨万铁路将沿线北部旅游不发达地区和南部发达地区的五个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
成了一条明显的高铁旅游经济联系带。 根据统计数据，2015 年到老挝旅游的游客中去过琅
勃拉邦省的占到 82.8%、 万象市为 75.9%、 万象省为 33.1%、 琅南塔省 14.8%、 乌多姆赛省
3.6%。 因此，考虑到城市琅勃拉邦、万象和万荣对周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辐射带
动作用，本文根据公式（7）分别测算了三个城市旅游出行时间，划分出不同层次的等时旅游
圈（表 1、图 4）。 同时根据旅游收入水平的高低将当前研究区城市划分为重点旅游城市和潜
力旅游城市。
在 2015 年无高铁情景下 （表 1）， 以万象为中心的旅游出行时间向北逐步递增，“一日
游”和“两日游”可到达的重点旅游城市数量分别为 5 个和 8 个，潜力旅游城市数量分别为
18、28 个，其中
“两日游”覆盖了万象市和万象省的大多数人文自然景区，但由于到琅勃拉邦
省北部区域出行时间超过 6 小时被划分为“七日游”，因此以万象为中心的旅游活动不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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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万高铁开通前后“
一日游”和“
二日游”旅游圈变化

Tab.1 The change of the tourism circle of "One Day Tour" and "Two Day Tour"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Boten-Vientiane railway
可到达重点旅游城市数目（个）

可到达潜力旅游城市数目（个）

高铁沿线
主要旅游城市

一日游（前 / 后）

二日游（前 / 后）

一日游（前 / 后）

二日游（前 / 后）

万象
万荣
琅勃拉邦

5/10
7/11
4/12

8/15
10/15
12/15

18/36
23/45
16/48

28/52
37/54
49/53

万象 2015

万荣 2015

万象 2021

万荣 2021
图4

琅勃拉邦 2015

琅勃拉邦 2021

高铁开通前后万象、万荣、琅勃拉邦等时旅游圈空间分布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entiane, Vang Vieng and Luang Prabang isochronous tourism circl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Boten-Vientiane railway

好地与重点旅游城市琅勃拉邦进行旅游景点优化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业的收入。
万荣
“一日游”和
“
两日游”旅游圈内可到达重点旅游城市为 7 个和 10 个，潜力旅游城市数量
较多，但是景点多以自然资源为主，形式单一，大大减少了旅游景区的吸引力。以琅勃拉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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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旅游出行时间向四周大概呈同心圆状递增，“一日游”旅游圈内城市仅有 4 个，旅游辐
射带动范围太小，而且大部分为琅勃拉邦省本省区域景点，地域组合状况较差，竞争优势不
明显；
“两日游”除琅南塔省西北小部分及万象省西南小部分地区外都能完成，且潜力旅游城
市几乎都能覆盖，“两日游”优势相对较大，但旅游时间成本过大。
在 2021 年高铁建成后情景下（表 1），三地到研究区各旅游城市出行时间都在减少，到
达的旅游城市数量均有提高， 其中以三地为核心的等时旅游圈均依托高铁线路呈竖轴状向
外逐渐扩散，构成带状分布。万象、万荣和琅勃拉邦“
一日游”旅游圈内可到达的重点旅游城
市数量分别为 10 个、11 个和 12 个；潜力旅游城市数量分别为 36 个、45 个、48 个。 其中以万
象为核心的辐射范围内新增重点旅游城市有孟卡西、香恩、琅勃拉邦、帕乌和孟塞，覆盖了大
量琅勃拉邦省旅游资源，自然景区主要包括光西瀑布、白雪瀑布和帕乌石窟，文化景区著名
的有香通寺、普西山和迈佛寺等，这将大大提升旅游资源的综合价值。 以万荣为核心对应的
有琅勃拉邦、帕乌、孟塞以及琅南塔四个新增重点旅游城市。 将琅勃拉邦作为核心，除孟新、
汶普卡和北宾三个重点旅游城市外其他均在辐射范围之内。 磨万铁路将研究区旅游资源整
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自然人文景观群，丰富了“一日游”旅游资源类型，提高了研究区旅游市
场整体吸引力。三地
“两日游”辐射范围则能覆盖整个研究区内的重点旅游城市，潜力旅游城
市除研究区边缘交通最不发达的几个地区外都能实现“
两日游”，由于旅游时间成本的缩小，
重点旅游城市与潜力旅游城市合作空间加大，促进旅游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助于旅游新产品
开发，以满足旅游市场多样性需求。
由上分析可知，高铁开通将极大地提高游客对沿线旅游资源选择的多样性，有利于旅游
经济联系潜力水平较低城市受到旅游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促使“一日游”与“两日游”旅
游圈的形成，进而推动区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磨万高速铁路开通前后两种不同情境沿线区域交通通达性、 旅游经

济联系潜力和等时旅游圈三项指数的变化，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高速铁路的建设对整
个研究区交通通达性将起到提升作用，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平均提高 40%左右，研究区通达性
空间分布由南低北高的总体结构转变为沿高铁线向外围圈层递增趋势， 改变了交通道路网
络结构布局。 第二，高速铁路对研究区旅游经济联系潜力具有明显的时空压缩作用，各城市
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普遍有所提升，虽然高铁开通后研究区旅游发展水平格局依然存在极化，
但其联系潜力的空间差异却在不断减小。 高铁影响下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潜力空间格局具
有典型的核心 - 边缘结构模式，从整体来看呈现出以“高铁交通带”为核心，距高铁较远区域
为外围的分布格局；从局域来看“交通带”内又分多个核心，琅勃拉邦和万象等城市核心 - 边
缘递减结构清晰，孟卡西、香恩和孟塞等次级核心城市也逐渐出现。第三，高铁的开通从整体
上提高了旅游城市的日常可达性，大幅度减小了旅游交通时间成本，增强旅游者出游意愿，
提高景区吸引力，使“一日游”和“两日游”旅游圈范围迅速扩大，起到了旅游发展核心城市对
周边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带动作用。总之，磨万铁路的建设将会促进高铁沿线旅游经济
带形成，加速研究区内旅游资源整合优化，对老挝旅游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鉴于磨万铁路对研究区旅游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研究区旅游业发展提出以
下几方面建议：第一，继续完善交通布局，使更多旅游城市和景点纳入旅游圈，从整体上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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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联系潜力水平格局极化现象，提升研究区旅游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研究区由
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将迎来广阔的旅游市场， 尤其是高铁沿线目前发展落后城市的中小旅游
城市，应结合实际情况重新进行旅游市场定位，提升旅游客源吸引潜力，形成集购物、餐饮、
娱乐、交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第三，打造沿高铁精品旅游线路，发挥区域旅游资源
的集群效应，提高研究区旅游对外的辐射作用。第四，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空间整合，并根据
自身特色和资源禀赋，实现旅游差异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战略格局，进而降低高速铁路
旅游带景区间的市场竞争，提高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效益。
最后， 本文仅是在理论上分析了高铁通车前后研究区内陆路交通通达性及旅游经济联
系潜力的变化。并且因受数据获取难度和篇幅所限，未考虑航空运输方式对旅游经济系统的
影响，这些问题都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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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influences of Boten-Vientiane
railway on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s along railway lines
QI Ran, XU Dong-rui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2.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

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oten-Vientiane railway as background,
using ArcGIS network analysis technology, aiming at characteristic of tourism
economy system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constructs traffic accessibility index model and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
potential mode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changing traffic conditions o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regional
accessibility, and discusse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traffic
through spatial variability rate of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s potential.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aily accessibility variation caused
by high speed rail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sotime cir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ilway construction can improve comprehensive location conditio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in research area and has obvious spatiotemporal
compression effect on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s potential among cities.
Although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still exist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pattern, spatial differences are decreasing continuously. Overall,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tourism economic belt along high
railway, along with accelerating tourism industrial cluste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of
Laos.

Key words: Boten-Vientiane railway; accessibility;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
potential; Vientiane; Vang Vieng; Luang prabang; tourism isotime cir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