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0 卷 第 4 期

2019 年 8 月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No． 4
Aug． ，2019

收稿日期: 2018-07-26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1871130 ) ; 北京市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 16GLC071)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探讨*

侯 爽1 刘爱利1 黄 鸿2

( 1．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48; 2． 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山东 济南 250001)

摘要: 文化旅游产业是 21 世纪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黄金产业，既具有满足人们特殊精神需要的重大功能，也对经

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我国新兴产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梳理，对我国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指出融合化、创意化、集群化、生态化、信息化将成为文化旅游产业未

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加强对文化旅游产业趋势的研究，对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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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文化旅游产业是社会发展中深具活力的产业，

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政府对这一

产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 2009 年以

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关

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标志着文化旅游产业

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2009 年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

联合出台的《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文化与旅

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是我国第一份关于文化旅

游发展政策的文件． 近年来，国内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迅猛，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积极发展的相关政策也

层出不穷，“十三五”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催动了文化

旅游产业的结合． 其中《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

业的意见》指出，到 2020 年我国旅游产业规模、质

量、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 《国家“十三

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要求》指出到“十三

五”末，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产业．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首份《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 2017》报告

中明确指出，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新时期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力量． 2018 年 3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

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这也为

今后文 化 旅 游 产 业 优 化 发 展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机 构

保障．
文化旅游产业的经济前景也同样值得看好，随

着我国文化旅游品牌开发持续推进，文化旅游管理

和服务不断加强，文化旅游市场已经具备一定的规

模． 2018 年 2 月 6 日，国家旅游数据中心发布数据，

2017 年国内旅游人数 50. 01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

长 12. 8% ; 出入境旅游总人数 2. 7 亿人次，同比增

长 3. 7% ;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5. 40 万亿元，增长

15. 1% ． 初步测算，全年全国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

贡献为 9. 13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11. 04% ． 旅游

直接和间接就业 7 990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10. 28% ． 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2018 年上半年旅

游经济主要数据报告》，国内旅游旅游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 28. 26 亿人次，比上年

同期增长 11. 4% ． 国内旅游收入 2. 45 万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2. 5% ． 同时，根据 2018 政府工作报

告，过去五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速超过 13%，几

乎是 GDP 年均增速的 2 倍． 在国家统计局 2018 年

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据对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 5. 9 万家企业调查，2018 年上半年，上述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42 22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 9%，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这意味着，相较于其他产业，旅

游和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对于旅

游行业来说，随着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推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产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
当前，全国各省市乃至国际上都在大力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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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管是从

国家的发展导向，还是从现代经济的发展需求来

说，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成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的一种重要途径． 所以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目

前乃至未来都显得极为重要． 我国在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过程中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化

旅游产业本身核心竞争力水平不够以及产业外部

环境的制约． 文化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水平不够主

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定位模糊 ［1 － 2］、产业链条不完

善［3 － 5］、专业人才匮乏［1，6 － 8］、宣传水平不高［5，7，9 － 10］

等方面，而产业外部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管

理机制体制不顺［11 － 12］、市场化程度不高［6，13］以及资

金投入不够［1，3，7］等问题． 有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

所面临的问题，相关学者大多专注于对区域的研

究，而区域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河南、安徽、陕西、甘

肃等，尤其有关河南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忽视了对

国内整体情况的探讨． 而且，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旅

游产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旅游产业中关联度

最大、涉及面最宽的部分，其发展必须通过与相关

行业的积极协调合作才能得到实现，这也决定了我

国文化旅游产业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发展

制约．
文化旅游产业的实践发展已经到一定阶段，从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来看，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路径选择和趋势的探索． 本论文

系统梳理和总结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旨在通过总结其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我

国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1 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内涵

关于文化和旅游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虽然数

量众多，但是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文化与旅游是一

种互利关系［14］． 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两者之间内在

的关联性，文化体现了旅游的内涵属性，而旅游则

成为文化产品的重要载体和价值实现方式［15］． 最早

使用文化旅游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

什，认为文化旅游包含旅游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

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别人的历史和遗产，并从中了

解其生活和思想活动［16］． 国内最早提到“文化旅

游”这一概念的是魏小安［17］，但其对于“文化旅游”
的概念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认为对于旅游者来

说，旅游活动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但对于旅

游经营 者 来 说，旅 游 业 则 是 文 化 性 很 强 的 经 济

事业．
目前，在国外的研究中鲜有提及“文化旅游产

业”． Khalid［18］在其工作论文中使用了该词，但并未

对之作任何界定． 我国对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较

早，且视角都各有特点． 张正兵和韩云［19］从属性和

业态识别的角度，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进行了新

的延伸与解析，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基于文化因素

和旅游因素在产业中实现互补互动，进而达到良性

发展，以增加产业总效益指向融合而成的新型、综

合性的产业形态． 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定义主

要有三种观点 : 基于包含关系的定义［6，20 － 21］、基于

构成 要 素 角 度 的 定 义［57］ 和 基 于 结 合 角 度 的 定

义［11，22 － 26］，主要的区别在于如何定义文化产业、旅

游产业以及文化旅游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产业的定义出发，产业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

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是指由利益相互联系

的、具有不同分工的、由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

态总称，尽管它们的经营方式、经营形态、企业模式

和流通环节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经营对象和经

营范围是围绕着共同产品而展开的，并且可以在构

成业态的各个行业内部完成各自的循环． 传统的产

业是围绕共同的产品也形成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

系统; 旅游产业则是围绕最终的消费产品( 服务) 形

成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 因此，本研究根据旅

游产业围绕最终的消费产品( 服务) 为核心组织的

环节及业态总称，将文化旅游产业定义为围绕文化

旅游产品( 服务) 消费为核心的相关服务环节、行业

及业态的总称．

2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

2. 1 融合发展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

位日益凸显，两大产业呈现出较强的融合趋势［27］．
产业融合是指在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

之间交互渗透、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

的发展过程． 从产业角度来看，其实质是产业为适

应环境或者实现组织内部变革以及自身增长发生

产业边界的伸展、收缩、模糊或是消失的过程［8］． 而

在文化旅游领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也成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8］．
在产业融合的动因方面，主要的研究观点包括

两类，第一类认为产业融合的出现是由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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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如创新等引发了技术融合的过程，而技术融

合能够改变传统产业的边界，是产业融合的主要动

力［29 － 3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

了产业的融合，是产业内部动力和外部推力两方面

共同作用的结果 ［32］．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之间的

关联性为实现融合提供了条件［3］． 产业内部动力主

要表现为文化旅游企业对于范围经济、节约交易成

本、学习效应等方面的追求，而外部推力主要包括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8，33］． 旅

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是在产业内部动力和外部

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以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

关联性为条件，进而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是社

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要

求，也是经济文化相辅相成的必然需要［8，34］．
在产业融合的机制及过程研究方面，从价值创

造及价值形成的视角来看，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实

质上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突破了各自的技术边

界、产品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及市场边界，渗

透或延伸至彼此的产业活动领域，使得原有相互独

立的文化和旅游产业价值链通过解构、延伸等方式

进行重组与整合，最终形成新的价值链过程［35］，而

且产业链所具有的“延伸”“接通”和“空间容纳”等

功能，是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载体的核心纽带，能加

速其融合并提升融合效率( 图 1 ) ． 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36］，包括技术、产品、
业务和组织、市场四个层面，其中，技术融合是基

础，产业融合创新是其技术扩散和在产业部门广泛

运用的技术创新［37］． Gambardella 和 Torrisi［38］也指

出产业融合要经历技术融合、管理融合和市场融合

三个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彼此间相互衔接并相互

促进，任何一个阶段的缺失或者停滞都会导致产业

融合无法完成． 杨春宇［39］通过归纳已有相关研究成

果发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路径大致涉及技术融

合、市场融合、功能融合、资源融合和制度融合．

图 1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过程［36］

在产业融合模式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将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三种: 路径要素模式、子

产业模式、地域个案模式( 表 1) ［40 － 42］． 首先，从路径

要素模式看: 技术、产品、企业和市场可以作为两大

产业融合的四大要素，通过体制和观念来引导市场

整合，进而促进资源整合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23］．
按照路径要素模式划分，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具体

实现形式有: 文化旅游圈融合运作模式、项目开发

融合运营模式、文化旅游节庆与会展推广模式、文

化旅游产品创新吸引模式［40］． 其次，从子产业模式

看: 应在界定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关联产业的基础

上，提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 目前经典

的文化旅游子产业发展模式大致有 6 种: 基于文化

保护的文化( 文物) 展示模式、文化主题公园开发模

式、文化旅游房地产模式、创意策划包装的艺术开

发模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发模式、高科技模拟创

新模式［41］． 最后，从地域个案模式看: 即结合当地文

化旅游产业具体情况而进行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
如湘西州结合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

产业融合的结果和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角度，把湘

西州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类型划分为空

间型、时间型、产品型 3 种模式［42］．

表 1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表

类别 融合发展模式

路径要素模式［40］ 文化旅游圈融合运作模式、项目开发融合运营模式、文化旅游节庆与会展推广模式、文化旅游产品创新

吸引模式;

子产业模式［41］ 基于文化保护的文化( 文物) 展示模式、文化主题公园开发模式、文化旅游房地产模式、创意策划包装的

艺术开发模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发模式、高科技模拟创新模式;

地域个案模式［42］ 空间型模式、时间型模式、产品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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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管理学认为，两个产业的融合会对产

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市场结构的影

响和对市场行为的影响［43］． 因此，对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研究显得意义重大． 从目前的研究内容

来看，多位学者从研究的角度提出了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的概念、融合的类型、融合的动力、融合的过

程、融合的意义以及趋势等． 尤其随着研究的深入，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将产业链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

联系起来，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可是如何通过产

业链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并未进行深

入研究． 而且在相关研究中对文化资源的理解往往

局限于狭义的文化概念，如地域性文化、历史文化、
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 另外，在融合路径方面，缺

乏对资金融合、人力资源融合、组织融合、服务融合

方面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成果多以定性

描述为主，鲜见对二者融合现象的动态性和综合性

分析，实证研究则多是基于某一具体产业与旅游产

业的融合分析［39］．
2. 2 创意化发展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兴起，

对“文化旅游创意”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这也意味着创意化发展已经成为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44］．
目前关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概念的辨析并没有一致的定论［45］． 文化产业主要突

出以文化符号为核心消费对象的相关产业的特征，

而创意产业则突出创新，强调的是概念的原创性．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并且对于不同的

研究会有差异化的理解． 通常文化创意产业被认为

是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交叉领域，属于文化产业

中的一个部分［46］，因此在本文的相关论述中并没有

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作出严格的区

分． 学术界对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内涵并没有严

格的界定，大部分学者从文化、创意、旅游等多个角

度去探讨其内涵． 但文化创意旅游与创意旅游边界

地带的模糊状态很容易造成学者们理解上的混淆，

不利于相关研究的开展． 王欣和杨文华［47］认为文化

创意旅游就是创意旅游，本研究也认为文化创意旅

游与创意旅游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并不存在本

质上的关键性差别．
从产业的基本特征来看，文化是创意旅游的

基础，创意互动是其关键，同时它又有高流动性、
依附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而且文化创意旅游也是

文化创意产业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延伸和重组，具

有 较 高 的 体 验 性、参 与 性、高 附 加 值 和 高 连 带

效应［48 － 49］．
从产业发展模式来看，国际上成功的文化创意

旅游产业发展有很多种，比如文化创意旅游的资源

转化模式、旅游商品开发模式、旅游产业提升和城

市功能转型模式、经营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性开发模式、文化旅游品牌的打造和推广模式、
投融资模式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模

式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与地方旅游业绑定开发、
主题公园式开发、大型演艺类开发、旅游商品开发．
从基于文化创意旅游的开发与经营的研究角度来

看，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用创

意挖掘旅游资源、以资源开发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用创意创造旅游产品、以产品创新促使产业结构升

级; 用创意强化旅游营销、以市场拓展促使产业结

构升级; 用创意引领旅游消费、以消费促使产业结

构升级［50］． 从基于文化创意旅游的项目与产品的研

究角度来看，Mommaas［51］根据荷兰的实践，把文化

创意旅游发展细分为 4 种类型: 博物馆区模式、公

园综合体模式、文化群落生产模式、艺术欣赏发展

模式． Ｒichards 和 Wilson［52］总结出了标志性结构、
大型事件活动、主题化以及遗产开发等四类国外的

发展模式［53］． 而我国各地区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运作

的典型模式主要包括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 区) 模

式、艺术表演模式、节庆民俗模式、新兴街区模式、
创意旅游商品模式等．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在特定空

间的集聚构成了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目前针对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对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的概念、特征、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以

及实践应用的探讨． 从“一站式体验”的角度出发，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现有的 5 大主流模式主要

包括主题公园、影视( 动漫) 基地、艺术园( 社) 区、节
庆演出基地、新兴街区．

从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在国内的实践发展来看，

旅游演艺模式作为既传统又新颖的表演艺术正在

成为我国文化旅游产业扩大发展的重要途径． 它的

发展不仅改变和丰富了传统的旅游产品内涵，提升

了景区旅游文化的质量，而且对于延伸旅游产业链

条、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乃至于对于中国演艺业在

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

前的实践发展状况来看，通常认为旅游演艺主要是

针对游客的演出，有专门的演出人员及特定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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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而且演出内容主要是表现该地区的历史文化

或者民俗风情． 按照实践中最常见的分类方式，通

常把旅游演艺分为实景旅游演艺、主题公园旅游演

艺以及剧场旅游演艺．
目前，国内旅游演艺模式发展势头良好，各景

区大型演艺活动此起彼伏，各地陆续推出品牌项

目，并形成了以山水盛典、宋城演艺、观印象为首的

旅游演艺行业三巨头的局面，其中又以以千古情、
印象、山水系列为市场主导． 而实际应用中主要的

产品组合模式包括旅游演艺 + 主题公园，适用于区

域文化丰富、交通通达性好以及周边市场成熟的旅

游目的地，如“宋城千古情”系列; 旅游演艺 + 传统

景区，适用于夜生活丰富，基础配套设施齐全的知

名景区或旅游城市，如“印象系列”; 旅游演艺 + 度

假设施，适用于在知名景区周边，且周边留宿游客

规模可观的地区，如“昆明世博园·吉鑫宴舞”等;

旅游演艺 + 商业城市，适用于城市旅游辐射半径

大，休闲消费氛围好而且周边商业综合体人气旺的

一、二线城市市区，如“武汉万达·汉秀”等．
从旅游演艺发展模式的现状可以看出，中国文

化旅游演艺行业已经基本成熟，基本满足整体旅游

市场的需求． 但是，尽管旅游演艺发展模式为许多

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

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由于旅游演艺产品创新困难，

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从而缺少演艺精品． 而且旅

游演艺产品的高额运作，使其发展存在较大的风

险． 虽然我国旅游演艺市场已经基本成熟，但仍然

没有较大规模的、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旅游演出集

群，缺乏规模效应，而且品牌特征不明显，这将成为

中国旅游演艺全球化战略的发展瓶颈．
2. 3 集群化发展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研究课题被

反复讨论，它通常被研究者用来描述产业组织的空

间分布，产业集群不仅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

间构架，还常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之所

在［54］． 产业集群是指特定区域上一些相互关联的企

业和机构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地理临近、专业化

分工、社会网络、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产业集群的主

要特征，产业集群主要包括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区域

经济行为实体，它们由于共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

起，有助于区域竞争力的提高［55 － 56］． 结合文化旅游

产业和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可以认为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是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文化旅游核心

行业、文化旅游产业的引致行业及相关服务和支撑

机构，按照专业分工和协作的要求，为满足旅游者

文化需求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聚集形成产业组织

群落，构建起完整的文化旅游产业链的集群，它是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和新模式，创新性、集群内部

的专业性和超强的关联效应是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化发展的主要特征［39，57］．
孙春兰［57］在《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研究》

一文中从集群的层次、组织结构、形成的主导因素

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几个方面划分了文化旅游产

业集群的类型，并且着重讨论了文化旅游产业的集

群条件、动力机制和形成路径． 首先，文化旅游产业

的集群类型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可以从主题、
层次、集群内企业组织结构和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

主导因素这几个方面对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分类

进行探索; 其次，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主

要包括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旅游市场、地理区位、文
化旅游相关支撑产业以及政府部门等因素; 最后，

基于对文化旅游产业形成机理的分析，指出从旅游

目的地、旅游企业集聚到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最终形

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以文化旅

游产业链为纽带，由点状发展到线状，再拓展到网

面的过程．
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目前很少从

产业集群化的角度去研究其发展，但文化旅游产业

集群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大力发展和培育文化旅

游产业群，形成旅游产业的新优势是未来文化旅游

产业实践发展的方向所在［48］．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

看，大部分文献都是单独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

集群化发展进行研究，尤其对旅游产业的集群发展

研究较多，主要探讨了旅游产业集群的内涵、特征、
形成条件、动力机制、影响因素、结构、类型以及发

展模式等． 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可以促进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的创新、延长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

价值链，并且能够提高区域文化旅游竞争力，从而

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因此，加大对文化旅游产

业的集群化研究显得至关重要，结合目前对旅游产

业集群化的研究经验，可以从内涵、特征、形成条

件、动力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来探讨文化旅游产

业集群化发展．
2. 4 生态化发展

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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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并提出到 2020 年基

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具体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

也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培养生

态文化、开展生态教育、倡导绿色消费． 因此可以确

定，生态化发展是文化旅游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所在，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是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的必要选择．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生态环境

和自然资源等人类所需要的基本资源严重短缺，严

重制约了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的发展不

能以耗竭自然资源和损坏环境为代价，而应谋求与

自然环境的的有机平衡，这就提出了产业生态化的

要求． 产业生态化是指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

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

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

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

与经济的持续发展［58］． 而生态文化旅游则是指以吸

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净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

护、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

旅游活动［59］．
综观国内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研究和实践状

况，其中产业生态化在工业、农业被广泛应用，并且

取得了成功，而产业生态化应用于文化旅游产业的

实践几乎一片空白［60］． 国内对于旅游生态化的研究

紧跟国情和宏观政策，经历了思想启蒙到理论构建

再到深化应用的发展过程，总体上主要注重对旅游

产业生态化理论体系和产业政策研究，并多采用规

范分析和定性研究方法［61］． 而对于文化产业生态化

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企业和集群层

面，较少涉及网络化的生态视角［62］．
文化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对文化旅游产业繁荣

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探讨文化旅游产业生

态化成长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目

前，并没有文献专门探讨文化旅游产业的生态化发

展，而且单独对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生态化发展

研究也为数不多． 我国很多地方在文化旅游产业的

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注重生态效益，破坏了人与自

然之间的平衡，产生了许多难以忽视的问题，严重

阻碍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产业生态系统是

产业生态化的研究基点，产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

包括产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演化、运行和

管理［63］． 而这也将是未来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化的研

究方向所在．
2. 5 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有

助于文化旅游产业为旅游者提供更便捷、周到和个

性化的服务，是提升我国文化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

的必然要求．
从旅游产业的信息化发展来看，旅游产业作为

信息资源密集的行业，大力加强旅游信息化建设是

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 目前对于旅游产业信息化的

研究多数集中在对具体地区的分析，主要包括产业

信息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制约因素以及针对这些

具体问题所提出的战略性解决方案，并且分析多为

案例性分析，极少涉及旅游和信息化之间的关系和

机理问题［64］． 旅游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

不平衡会导致两者互动关系协调性不足，从而阻碍

旅游产业的信息化发展［65］．
从文化产业的信息化发展来看，文化产业信息

化其本身既构成创新行为、有利于发展壮大新兴产

业，培育经济增长点，又产生创新空间、形成行业发

展新动力． 所以把信息化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优

化组合的重要平台，对于加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

特征的文化产业运行新模式，对于提升文化产业在

全国乃至全球的战略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结

合，具有内涵深刻、信息量大的特点，这就要求要不

断的健全与完善文化旅游信息系统，并且不断更新

信息，以此来增加旅游者的便利性和信息量，为文

化旅游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66］． 因此我国文化旅游

产业将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电子商

务、大数据、云存储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文

化旅游产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度将不断深化，信息

化、便利性、低成本将成为未来我国文化旅游产业

的重要发展趋势［2］．

3 展 望

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一个能为我国发展带来巨

大综合效益的新兴产业，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先方

向，也是促进消费升级的关键所在． 随着国务院文

化旅游部的合署办公，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将是未来

旅游发展的核心内容，也将极大促进文化旅游产业

的快速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分析和探讨文化旅游

产业的多元发展趋势，更具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融合发展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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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是目前学者们研究讨论的重点方向． 对于文

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动因、融合机制、融合路径与模式以

及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探讨． 对于文化旅游产业产业

融合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也很有深度． 但是对于

如何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链和金融业、IT 业等其他相

关行业的相互融合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 体验经济

时代的到来，代表着传统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已经不能再满足游客的需要，文化创意旅游产业成

为当代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主题公园、
创意旅游商品、大型节庆事件以及旅游演艺等发展

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也为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应． 但不可否认的

是，这些主流的文化创意旅游发展模式也存在着许

多难以忽视的问题，例如目前大力推进的旅游演艺

发展模式，也经历了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意的时期，

而且巨大的投资规模使旅游演艺项目面临着极高

的风险． 如何进行地区的正确定位并选择适合自己

的发展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而且相对于超前的实践

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不

足，主要表现为描述性分析较多，模型统计研究较

少; 案例研究较多，但缺乏实证分析; 而且研究角度

单一，大多是就现状谈问题等． 今后理论方面应多

综合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管理和方法，

从多个角度出发寻找理论支撑，而且研究中可多运

用构造模型和统计方法分析，提高科研结果的可

信度． 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有关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化、生态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的相关研究相对较

少，这也为未来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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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hines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HOU Shuang1 LIU Aili1 HUANG Hong2

( 1．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Jinan Tourism Development Committee，Jinan Shandong 250001)

Abstract: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a golden industry with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It has not only satisfied people' s spiritual needs，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which makes it an emerging industry in China，and having shown a good development
tendency．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relevant literatures，this paper studied the tendency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and pointed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integration，creativity，clustering，

ecologic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perspectives of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promot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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