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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报告框架与几个相关概念 

第二部分：旅游跨界（域）融合案例 

第三部分：景区特色产品与业态建设案例 



第一部分：报告框架与几个相关概念 



报告主要框架内容 

 
旅游 

 
 
 

景区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产业链上游：任何一基础要素都能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条 

旅游制造业备受瞩目 

景区 
终端 
消费 

专注 
特色 

林业 农业 工业 渔业 教育 科技 体育 乡建······· 管理运营：互联网 金融业 大数据 人工智能  ······ 

土地增值 
脱贫致富 
社区进步 
区域发展 

主动拥抱 
跨界融合 

文化附魂（内） 
科技（技术）赋能（外） 

口碑 
网红 
品牌 

旅游基础要素 

-旅游智业- 
策划规划咨询 
设计建设施工 
管理运营营销 
培训论坛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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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要框架 

其它行业主动拥抱旅游：+旅游 

旅游主动拥抱其它行业：旅游+ 

旅游（景区）基础要素横向链和纵向链 

旅游（景区）带动区域发展：区域效益链 

旅游智业服务 

判断：是否具有衍生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或生态价值 



文旅融合 

旅游产业链与旅游产业融合 

+旅游、旅游+ 

全域旅游  

几个重要相关概念 



一、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文旅融合 

思考：为什么偏偏是文旅融合？ 

文化概念的泛：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

律道德、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人获得的能力和习惯（泰勒）； 

自然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已经触碰到天花板；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文化纷呈，具有文化资源天然优势； 

文化转化成为旅游产品更加具有生命力，自然资源非常脆弱； 

文化需要旅游、旅游需要文化； 

更重要的是：“文化自信”大背景；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需要文化传播，文化传播需要找到合适

的载体； 

文化传播的载体有很多方式；旅游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一、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文旅融合 

文化和科技是旅游两翼：文化附魂、科技（技术）赋能 

文化和科技（技术）同等重要 

林业 农业 工业 渔业 教育  体育 乡建·······+旅游，最终要提炼包装成文化； 

吃住行游购娱，最终也是归结到文化； 

科技（技术）是手段，文化创意产品、业态需要科技（技术）实现； 

科技+旅游：科技旅游； 

科技、技术也能提升旅游（景区）的管理、运营效率。 



二、几个重要相关概念—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 

社会分工—交换—市场经济 

人类社会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总趋势 

社会分工是产业链形成的动力机制 



二、几个重要相关概念—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 

价值链是导向、企业链是载体、供

应链是基础、空间链是表现、政策

链是保障 

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价值链、企业链、

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的概念 

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的均衡过程中

形成了产业链，这种“对接机制”

是产业链形成的内模式 

产业链：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 

政策链 

政策链 

http://wiki.mbalib.com/wiki/Image:%E4%BA%A7%E4%B8%9A%E9%93%BE%E6%A6%82%E5%BF%B5%E7%A4%BA%E6%84%8F%E5%9B%BE.gif


二、几个重要相关概念—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 

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不是一个单一产业，而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

无边界的产业链集群；（旅游全产业链？？） 

如今的旅游产业要素已扩展为“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

闲、情”以及跨一二产业融合，形成了以下九个类别的行业，构成了一个紧

密结合的旅游产业链； 

旅游（景区）带动区域效益链 



二、几个重要相关概念—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 

（一）游憩行业：包括景区景点、主题公园、休闲体

育运动场所、康疗养生区、旅游村寨、农场乐园等（核） 

（二）接待行业：旅行社、酒店、餐饮、会议等； 

（三）交通行业：包括旅游区外部的公路客运、铁路

客运、航运、水运等； 

（四）商业：集购物、观赏、休闲和娱乐等于一体的

购物休闲步行街、特色商铺、创意市集等 

旅游产业链=旅游产业集群 

我们多关注：终端消费产业链，容易忽略制造过程产业链 



二、几个重要相关概念—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 

（五）建筑行业：园林绿化、生态恢复、设施建造、艺术装饰等 

（六）生产制造业：交通工具生产、游乐设施生产、土特产品加工、旅游工

艺加工、旅游衍生品加工等（重要） 

（七）营销行业：旅游商务行业（包括电子商务）、旅游媒介广告行业、展

览、节庆等 

（八）金融业：旅行支票、旅行信用卡、旅游投融资、旅游保险、旅游衍生

金融产品等 

（九）旅游智业：规划、策划、管理、投融资、景观建筑设计等咨询行业以

及相关教育培训行业  



全景：处处是风景，但不是处处是景区；盘活存量，激活增量，释放能量。 

盘活存量 

• 提升产品质量，升级产品

体验，创新经营方式，强

化市场化运作。 

激活增量 

• 创变产品品类，引领市场

需求，实现持续性领跑，

简历项目负面清单制度，

招商选资。 

释放能量 

• 打通旅游产业要素，拓展

产品线，形成产品群，实

现产业规模的数量级扩张。 

全时：告别淡旺季（？？？） 

一年四季有产品，拓展8小时经济到24小时经济 

互联网时代下旅游的变化 

 渠道变短 

 反馈迅速 

 即时决策 

 涟漪传播 

三、几个重要相关概念—全域旅游 



全业：“+旅游”与“旅游+”——6+6+N 

+旅游 

文化创

意产业 

商务会

展业 

体育产

业 

康疗产

业 
制造业 

影视业 

农林渔

业 

6新要素 
闲、养、商、学、奇、情 

6大要素 
食、住、行、游、购、娱 

N外围产业 
农业、体育、文化等 

全民：全民共建+全民营销+全民共享 

形成本地化的旅游氛围 增加市民休闲空间 提升农业附加值 增加就业岗位 

乡村旅游产品升级 乡村旅游环境升级 居民参与旅游意识增强 城市旅游功能完善 

城旅融合 乡旅融合 

三、几个重要相关概念—全域旅游 



四、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旅游+和+旅游 

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

业、林业、商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促进旅游与工业、农业、商业、文化、卫生、体育、

科教等领域的融合 

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坚持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发

展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统

一规划，整合资源，凝聚全域旅游发展新合力；大力推进“旅游+”，促进产业融合、产城

融合，全面增强旅游发展新功能，使发展成果惠及各方，构建全域旅游共建共享新格局。 

国家产业政策背景下基础提出的“旅游+”和“+旅游” 

是整合旅游产业链的路径 



四、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旅游+和+旅游 

“旅游+”解释1：通过技术手段的更新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比如： 

“旅游+互联网”是实现旅游产品（商品）销售和购买的便利化； 

“旅游+金融”是旅游创新融资投资的新模式、PPP，旅游消费、先有后付等； 

“旅游+人工智能”，比如人工智能导览技术 

“旅游+大数据”是旅游智慧化管理、智慧化营销等 

。。。。。。 



四、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旅游+和+旅游 

“旅游+”解释2：旅游景区+：旅游（景区）带动区域发展：区域效益链 

旅游景区+乡村旅游：成熟景区发展带动周边乡村旅游发展； 

旅游景区+景区地产：通过旅游发展带动周边土地增值，人气聚集，形成旅

游地产； 

旅游景区+社区发展：通过旅游发展带动社区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生态进

步； 

龙头旅游景区+一般景区：通过龙头景区汇聚作用带动一般景区发展，全域

旅游星月模式； 

。。。。。。 



四、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旅游+和+旅游 

“旅游+”解释3：旅游要素+，成熟旅游景区内部、周边或区域植入某种

项目和业态，景区带动或带动景区（一般是文化性项目、度假性项目、体验

性项目等） 

一般指终端消费、旅游要素； 

旅游景区+新业态：通过植入新产品、新业态带动景区提档升级，新产品、

新业态不仅是消费品，同时也是吸引物； 

旅游景区+VR、AR：是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沉寂式体验，新产品、新

业态； 

。。。。。。 



四、几个重要相关概念—旅游+和+旅游 

+旅游：其它行业主动拥抱旅游业，旅游资源化、复合功能、价值增值； 

+旅游：基础价值+衍生价值（旅游价值）；基础功能+衍生功能（旅游功能）； 

比如“农业+旅游”，农业是基础价值（功能），旅游是衍生价值（功能），或者

是附属价值（功能） 

比如“交通+旅游”，交通是基础价值（功能），旅游是衍生价值（功能），或者

是附属价值（功能），如G317/G318/河北草原天路； 

比如“工业+旅游”，鞍山鞍钢工业的基础功能还是工业生产，旅游只是一种衍生、

附属的功能或价值，蒙牛、红塔集团等； 

比如“城镇建设+旅游”，城镇形态构建和产业发展是基础，旅游是附加功能，即

特色小镇；“乡村建设+旅游”，新农村建设是基础，旅游是附加功能，即乡村旅游 

还有体育+、林业+、畜牧业+等； 

。。。。。。。 



第二部分 旅游跨界（域）融合案例 



一、旅游跨界整合（景区+）案例 

旅游（景区）带动区域发展、区域效益链 



一、旅游跨界整合（景区+）案例 

成熟景区黄龙溪+休闲农业发展 



一、旅游跨界整合（景区+）案例 

黄龙溪谷— 

黄龙溪景区+旅游地产发展 



一、旅游跨界整合（景区+）案例 

郫县战旗村—旅游带动新型社区发展 



一、旅游跨界整合（景区+）案例 

黄山风景名胜区— 

核心景区带动周边一般景区发展，如西递宏

村、翡翠谷、徽州古城等一般景区，带动全

域旅游空间布局！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旅游主动拥抱其它行业：旅游+ 



“旅游+互联网”是实现旅游产品（商品）销售和购买的便利化； 

“旅游+金融”是旅游创新融资投资的新模式、PPP，旅游消费、先有后付等； 

“旅游+人工智能”，比如人工智能导览技术 

“旅游+大数据”是旅游智慧化管理、智慧化营销等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通过技术手段的更新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互联网，提升票务管理效率 

故宫博物院售票处摘牌，迈入“全网售票”时代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3D技术，虚拟景区，成为一种营销手段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3D技术，虚拟景区，成为一种营销手段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人工智能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大数据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金融 

旅游PPP产业获政策支持，拓宽了金融支持旅游发展的渠道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金融 

破解旅游中存在的游客、旅行社、目的地之间信任危机难题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装备生产，旅游+制造业 

当前我国旅游装备产业规模相对弱小，是未来旅

游经济增长的重点！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装备生产，旅游+制造业 

高端旅游交通装备、旅游基础设施装备和户外旅游运动装备 

旅游的多样化和品质化催生了对游艇、低空飞行器、索道缆车、游乐设施等

高端旅游装备的需求；旅游装备制造业正在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支撑点 

目前，中国多个省市都在着手打造旅游装备制造业基地，但大部分还处在起

步阶段，尚未成为产业经济的龙头与重点，相比之下，湖南省制造业门类齐全，

在汽车、船舶、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装备等领域，都拥有领军企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 



二、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举例：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旅游+加工业 

在创意的基础上，未来旅游纪念品加工业发展空

间可观！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其它产业主动拥抱旅游：+旅游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农业观光 

乡村休闲 

农业科普 

工业生产参观 

工业生产科普 

彩叶林 

花卉种植 

森林疗养 

避暑度假 

养老度假 

亲子度假 

体育健身 

体育竞技 

体育展演 

研学旅行 

农业 工业 林业 房地产 体育 教育 

“+旅游”产业融合 

+旅游：是一种产品和业态创新，是功能的复合，是价

值的增值 

文化 

文化衍生

旅游商品 

文化衍生 

旅游项目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1、文化+旅游 
从文化IP衍生的旅游IP（景区IP） 

白鹿原呈现出的陕北地域特色的文化，通过影视剧、景区等形式传播给世人 

区别“旅游+文化”还是“文化+旅游”，主要是看谁的主动性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1、文化+旅游 

红高粱 迪斯尼乐园 

三国城 各种名人故居、故里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2、农业生产+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 

注意：“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休闲农业是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重要目标，横跨农村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联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

和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先农业—再旅游—后产业） 

乡村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风貌以及人文遗迹、民俗风情为旅游

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以满足旅游者乡村观光、度假、休闲等需求

的旅游产业形态（核心吸引物可以是农业也可以是其它人文遗迹或民宿风情） 

旅游对于农业生产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2、农业生产+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设施农业 

山东寿光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2、农业生产+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 

蒙顶山观光茶园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3、林业+旅游=休闲林业 

大林业（产业）的演变与结构 

【一产】种植林业 

（种植经济树木、林中采集、猎养等） 

↓ 

【二产】加工林业 

（木材加工制造业、森林食品加工等） 

↓ 

【三产】服务林业 

（科教科考、休闲旅游、康体养生、食宿购娱、森林文创） 

 

林业与旅游融合，实现林业的增值，森林综合体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3、林业+旅游=休闲林业 

开展运动、健身、康养等活动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3、林业+旅游=休闲林业 

研学活动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4、森林综合体 

目前林下经济表现形式众多，如林下养殖、林下种植、森林产品加工、森林旅

游（森林游憩）、森林康养（森林养生）、森林研学等，尚且没有一种功能复合

和产业融合较好的发展模式；森林资源多维属性决定了森林产品的功能复合性和

产业融合性，从系统论和价值论视角看，推进建设“森林综合体”将会实现1+1

＞2的效益和效果，能够更好发挥森林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 

森林综合体：以森林资源为基础，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林下种植、林下养

殖、森林食品加工、森林研学、森林康养等复合功能为导向，实现森林生产、森

林生活、森林生态的有机统一和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在

乡村振兴背景下，结合林权制度改革，顺应林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融合发展

的一种可持续模式。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5、工业生产+旅游 

鞍钢工业之旅 



三、旅游跨界整合（+旅游）案例 

5、工业生产+旅游 

航天工业(西昌)、科技工业(绵阳)、白酒工业(宜泸)、红塔集团等 



第三部分 景区特色产品与业态建设案例 



旅游（景区）基础要素横向链和纵向链 

景区特色产品与业态建设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中国旅游发展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景区发展历程 

景区：A级景区； 

首批4A、2001年、187家、标志；首批5A、2007年，66家；2019年：5A、

250多家；4A、2000多家； 

中国旅游发展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景区发展历程，景区解决“游”的问

题，饭店解决“吃、住”的问题，旅行社是组织机构，核心是景区发展； 

发展思维：标准化和数量化； 

遗产遗迹类资源、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现如今已经触摸到资源的天花板；

由资源导向—市场导向+创新驱动转变。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景区创建的“羊群效应”和“马太效应” 

标准化是一把双刃剑，很多虽是4A，却没有4A的经济效益！ 

景区投入大，未必效益大，很多虽是4A，却没有4A的经济效益，牌子≠效益，

高等级牌子≠高效益； 

景区开发和创建不能操之过急，瓜熟蒂落，文化、气质和品牌需慢慢集聚； 

精准的市场定位、特色主题和创意的产品——可持续发展路径； 

顶尖景区风光红火，但毕竟是少数，全国3万多家景区，5A占比才2.5%左右，

大部分4A惨淡经营，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冰火两重天； 

一流资源渐少和区位优势不再有双重前提下，迎合市场的创意思维下的产品拓

展是出路。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是规划的问题还是标准问题？ 

旅游设施可以是标准化，但是核心吸引力是没有标准的 

标准化能解决硬件设施标准化但解决不了吸引力个性化 

AAAAA级旅游景区：观赏游憩价值极高；同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科学价值，或其中一类价值具世界意义 

AAAA级旅游景区：观赏游憩价值很高；同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科学价值，或其中一类价值具全国意义 

主要侧重于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景观质量评价走过场、打擦边球等 

前期没有策划，没有解决核心竞争力和吸引力问题 

很多创建工作与政治挂钩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现状：景区消费的一般构成，集中于购物、餐饮、交通、门票 

娱乐、住宿等其它所占比例较小！二次消费不足！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消费趋势1：给游客一个留下的理由，夜间娱乐休闲节目的打造 

对于包括景区在内的旅游目的地而言，让游客留下来就意味着更大的消费空间； 

除了便利、舒适、特色的住宿环境之外，还必须为游客照想，填补其晚上娱乐休

闲的需求； 

比如夏季的篝火晚会，文艺或民俗演出，景区周边或内部自带的温泉、养生、K

歌、酒吧、夜市等休闲娱乐场所，让留下来的游客有的玩，不寂寞。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消费趋势2：便利、舒适、特色的住宿环境 

便利是指住的地方必须是一个功能较为完备的区域，有的吃，有的玩；舒适是基本

的住宿需求； 

特色是游客选择住在你这里而非附近其他地方的理由； 

比如古镇的客栈，佛道文化景区的禅房、养生馆，少数民族风景区的特色民居，森

林或沙滩的帐篷，草原的蒙古包等等； 

结合景区或当地特色打造独特的住宿体验，让游客愿意住下来。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消费趋势3：满足吃货需求，利用特色美食创造收入 

唯有美食不可负，美食分享与特色风景一样，是游客在微博微信、点评网站分享

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口碑营销的主要传播点； 

解决了吃的问题，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有助于延长游玩时间； 

特色美食一般包括特色小吃和可携带的特产，有条件的景区可以在景区周边或内

部规划建设专门的以当地特色为主的美食区； 

没条件的也可以在旅游旺季通过举办美食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等形式引发游客消

费。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消费趋势4：关注女人和孩子—他们在影响旅游决策，旅游产品

和服务要向他们倾斜—她经济 

女性主导旅游产品的购买决策，无论家庭旅游还是情侣、集体，大都是“听她的”； 

女性敏感度强、更具消费冲动、分享冲动，几乎贡献了绝对的旅游收入和景区口碑数

据，景区在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时，要向女性用户倾斜； 

针对家庭游、亲子游等客群，孩子喜不喜欢，玩得好不好，往往是决定旅游决策和停

留时间的决定因素； 

景区主要客群中如果家庭游、亲子游较多，可专门针对孩子规划设计相应的旅游项目

、产品，留住了孩子，就留住了家长，也就留住了“多次消费”的可能性。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消费趋势5：从观光到体验、度假与沉浸 

景区六种类型： 

视野型就是观光旅游，主要的就是多看； 

家庭型的是乡村休闲； 

享受型是多元度假； 

撒欢型是主题乐园； 

撒野型是户外体验，还有一种是自虐型是特种旅游，比如要开飞机、跳伞，花大

把的钱过把瘾； 

消费场景、消费过程、消费体验，需要全面沉浸。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景区仍是中国旅游者消费的主体，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开放已经成为景区发展的普遍共识 

单一门票，单一消费，二次消费不足的普遍性 

新市场、新业态的崛起景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非标是未来趋势，硬件有标准，软件没有标准，创意没有标准、

吸引力没有标准 

产业要素融合推动景区深度融合 

需求细化倒逼产品细化和营销细化 

营销智慧手段多元化 

。。。。。。 



一、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和趋势 

是不是靠资源品级吃饭、靠区位吃饭 

靠资源、区位吃饭，也要“居安思危” 

资源一般、流量不具有优势更要找准突出口 

旅游六要素不一定都要做，但是必须有一个做精致！ 

如果有高品质的自然景观，维护、梳理，化淡妆、滚动发展 

植入和嫁接地域文化，通过活动、演艺、节庆 

如果气候适宜，可以搞度假项目 

如果周边有成熟景区可以联动协作分流 

植入科技性较强的项目 

噱头营销，做网红 

怎么办？ 



（一）拥有稀缺性垄断性资源的景区如何再提升？ 

九寨沟的美景 

+新业态 

九寨千古情景区是2014年打造的九寨大型主题公园，

是一座活着的藏羌古城，作为九寨城市中心和夜游理

想目的地。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一）拥有稀缺性垄断性资源的景区如何再提升？ 

故宫：文化IP+文创+网红 

将古老的风骨与血液融进了各种文创产品

中，屡屡刷屏，成长为一个现象级网红IP。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一）拥有稀缺性垄断性资源的景区如何再提升？ 

峨眉山 

景区+地产 

峨眉半山七里坪 

通过项目提升、产业延伸实现创新发展，锦上添花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陕西袁家村 

将关中美食做出袁汁袁味 

“袁家村”模式 

1、专注于关中民俗 

3、专注于优质餐饮 

2、专注于全民参与 

4、专注于食品质量监管 

5、强大系统IP助力口碑相传 

“食”有特色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昆明茶马花街 

让美食文化成为街区的灵魂 

美食文化表达方式： 

①在地化的全方位呈现：突出食性与地域文化特

征的互动表达 

②美食特殊性的深度挖掘：实现旅游体验异质性

和美食情感同质性的平衡 

③美食展演的系统设计：实现生活共鸣和舞台参

与的真实性表达 

④以景观思维进行美食实体内容的文化表达。 

“食”有特色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莫干山 

最美的民宿聚集地 

洋家乐： 塑造新品类，独树一帜 

深挖文化资源，创意赋予新的灵魂 一村一品： 

建筑遗存利用： 让建筑本身就是风景，风景成为住宿配套 

“住”有特色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崇州竹里：一个民宿带火了一村子 

设计 文化 …… 民俗 艺术 情怀 

“住”有特色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行”有特色 

+惊奇体验 

张家界玻璃栈道 

 

+特色观光 

树冠游步道 

 

 

+创意设计 

武林广场钢琴阶梯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旅游+VR技术，虚幻旅游 

“游”有特色 

首都博物馆VR观展模式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举例：旅游+VR技术，虚幻旅游 

VR技术比3D技术更具有多感知性、浸没感、交互性和构想性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游”有特色 



旅游+VR/AR很火：宋城、上海迪斯尼、华

侨城等皆要与VR/AR联姻 

VR/AR炙手可热，这是一种种“沉浸式”互

动体验 

创意体验—VR/AR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游”有特色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旅游+科技+灯影 

“游”有特色 

新加坡夜间动物园 夜光森林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与物相连的

物联网技术进一步成熟和普及，VR/AR技

术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巨大，也势必成

为旅游景区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景区对最

新旅游科技的投入热情也将日益高涨。 

创意体验—VR/AR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游”有特色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购”有特色 迪士尼：从文化IP衍生品到旅游景区IP商品 

形象性 主题性 …… 故事性 互动性 引爆性 多样性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通过项目打造，做好做精特色旅游要素 

“娱”有特色 

方特水上乐园：认真用水搞事情 重庆悬崖秋千：新的网红打卡点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旅游新要素——商 

包括商务旅游、会议会展、奖励旅游等 

拓展新的旅游要素，激发人们旅游的动机和体验 

对接商务人群，配套专业设施，

用全新思维诠释现代商务旅游

魅力，让城市和景区无缝连接，

打造“时尚商务旅游胜地”。 

成功案例 苏州“金鸡湖”——园区即景区、商务即旅游 

水景+商务+景观房产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旅游新要素——养 

“养”是指康养旅游，包括养生、养老、养心、体育健身等 

无锡拈花湾 

禅文化+休闲度假 

一身禅衣 

一杯禅茶 

一卷禅经 

一顿禅餐 

一场餐心 

…… 

从身入心 

养性生活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旅游新要素——学 

“学”是指研学旅游，包括修学旅游、科考、培训、
拓展训练、摄影、采风、各种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 

曲阜三孔景区 

文化+旅游+教育+体验 

专注于传统文化，现代演绎，

通过30余项研学旅游产品开

发，增强文化体验性，实现

了文化与旅游的完美结合。 

通过“曲阜孔子研学旅游节”

做大，做好研学旅游品牌。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闲有特色 

旅游新要素——闲 

植入以文化为基石

的商业元素，充分

展示老成都生活精

神，能切身感受老

成都民俗生活场景，

感受“最成都”。 

宽窄巷子：场景+民俗+情感体验构建最成都休闲度假区 

“闲”是指休闲，
包括乡村休闲、
都市休闲、度假
休闲等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成功案例 
旅游新要素——情 

爱情的坐标点 大兴安岭新林 

其境内的北纬 52°13'14"（读作

5201314 ） 、 东 经 124°41′31″

（倒读为1314421）坐标点，与

爱情誓言“我爱你一生一世”“一

生一世只爱你”高度契合，被人们

称作“爱情坐标点”，又名“中国

爱情小镇”。 

情是指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

游、宗教朝觐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

新要素。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二）专注于某一要素打造也能成功 

旅游新要素——奇 

新西兰沉入水中的避暑花园 洞穴泳池 

“奇”是指探奇，包括探索、探险、探秘、游乐、新奇体验等 成功案例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三） 精准定位文化（非遗活化） 

二、景区特色产品业态建设案例 

江苏南京：秦淮灯会彰显文旅融合新生态 

江西景德镇：古窑让非遗“活”起来 

江西婺源：非遗让中国最美乡村更有“味道” 

福建龙岩：看世遗永定土楼 体验非遗传经典 

湖南长沙：非遗馆让非遗项目活态发展 

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陕西韩城：让非遗在景区发展中绽放魅力 

湖北十堰：“郧西七夕”将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贵州凯里：非遗与旅游融合推动麻塘精准扶贫 

浙江东沙：非遗让古渔镇焕发新活力 



三、规划提升视频案例—贵州小七孔 

需要增加本地民族特色餐饮、夜宵等 

住宿服务设施总量不足、类型单一、档次偏低、价格偏高，且夜间娱乐项目缺乏，服务质

量不足偏低；需要增加大众化青年旅社、客栈、农家乐、民宿、精品酒店、商务酒店等，增

加娱乐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游览方式单一，希望交通更加便利，增加轨道交通、索道、观光电梯等项目 

倾向于选择购买民族特色纪念品、当地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和文创产品 

认为景区缺乏娱乐和体验项目，需要增加游客参与度较高夜间项目、游乐项目、民族特色

项目及拓展运动项目 

游客对游玩项目倾向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参与类项目、观光类项目、娱乐类项目和民俗科普

类项目 

多数游客认为景区的民族文化氛围不够，多增加本地民族特色手工制品、民族特色餐饮、

特色活动等 

多数游客希望景区能提高服务质量，希望能有专人讲解景区的景观和文化 

基于实际调查的游客旅游感知和需求 



主要观点 

旅游产业链是无边界的，由社会分工所决定，我们无法触及到旅游产业链的“全”，景区

主要关注的是“旅游终端消费”，但从区域经济战略发展看，还要关注旅游生产过程的产业

链！ 

旅游能和任何产业（行业）进行融合，文旅融合有其ZZ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科技（技

术）与文化同等重要，文化附魂、科技（技术）赋能，文化涵养在内、技术表现在外。 

全域旅游、旅游产业链、旅游产业融合、旅游+和+旅游等概念内涵都是一致的！ 

构建旅游产业链，政府只需要有产业链思维并搭建平台；旅游产业链核心是市场主体（企

业），即企业链；产业链不是政府自己去建，而是政府找谁去建，策略是整合资源！ 

景区标准化是基础硬件设施的标准化，标准化可以通过规划实现，但是核心吸引力和竞争

力没有标准，要靠策划实现！ 

对于景区，所有终端消费（六要素等）不一定都要做，但是必须要精致某一个要素，做出

品牌就成功了！ 

景区：旅游要素和旅游服务是基础，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科技和营销上下功夫，要素增补

+文化附魂+科技（技术）赋能+创意营销！ 



谢谢大家！ 
Email：914103408@qq.com 

T  E  L：13308004094 

公众号                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