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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旅游新轴线 



对世界旅游业增长情况的观察 

2008年以来，世界旅游业进入波动期  



国家：旅游大国普遍进入缓速增长期 

• 2013年入境旅游人次2000万以上的旅游国家和地区有14个，2007年到2013年
13年间这14个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人次平均年均增长率为1.5%，较同期世界平
均增长率低8.1%；其中，中国、墨西哥、克罗地亚、英国、丹麦均陷入入境旅
游的负增长中，法国、美国、西班牙、英国四大国家年均增长率均低于1%。 

 

表1 2007-2013年旅游大国及地区入境旅游人次变动情况 

 
国家/地区 

2007-2013
增长率 

2007-2013年均增
长率 

与世界同期增长率
差值 

2013年入境旅游人次
（千） 

法国 6.1% 1.0% 13.2% 205,144 

美国 2.6% 0.4% 16.7% 179,842 

中国大陆 -2.1% -0.4% 21.4% 129,078 

西班牙 4.4% 0.7% 14.9% 103,231 

墨西哥 -16.5% -3.0% 35.8% 78,100 

波兰 9.2% 1.5% 10.1% 72,310 

中国香港 92.8% 11.6% -73.5% 54,299 

克罗地亚 -7.5% -1.3% 26.8% 48,345 

匈牙利 10.7% 1.7% 8.6% 43,611 

俄英国 -0.3% 0.0% 19.6% 32,692 

俄罗斯 34.4% 5.1% -15.1% 30,792 

中国澳门 8.6% 1.4% 10.7% 29,325 

丹麦 -2.3% -0.4% 21.6% 26,516 

捷克共和国 16.4% 2.6% 2.9% 26,332 

平均 11.2% 1.5% 8.1% 75687  



板块：欧洲进入成熟期，亚太市场增长带
来大变局  

►近24年全球旅游格局的最大变数和亮点在亚太地区 

	



►欧洲和亚太是世界旅游市场的两大引擎，亚太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分层：中等收入国家旅游经济全面崛起  

►中等收入国家在世界旅游格局中份额猛增  



►中等收入国家驱动全球旅游增长  



分化：高旅游收入国家和低旅游收入国家
间存在陡峭断崖  

►世界旅游经济的分化大大高于世界经济的分化程度 

►高旅游收入国家/地区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在人均国际旅游收入方面，存在明显的小国争胜特征  



分工：世界旅游经济的分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从双板块时代到多板块时代，世界旅游分工体系变得日益多
元丰富 

1995年的世界旅游分工体系由欧洲、美洲两个板块占世界跨板块国际旅游人次的近70％
（68.32％）下降到58.25%，亚太、中东、非洲、南亚四个传统的边缘板块在分工体系中的
位势都在上升，世界旅游版图变得越来越多元，各板块相对独立的水平分工体系正在形成。 



►8个核心国和9个次核心国连起板块间的水平分工，各板块内
围绕核心国和次核心国形成混和分工体系  

世界六大板块形成了8个核心国和9个次核心国相互串连支撑形成的多元分工体系。其中，
欧洲正在形成以法国和土尔其为核心，德国、英国为次核心，亚太正在形成以中国和泰国为
核心，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为次核心，美洲正在形成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巴西为次
核心，非洲正在形成以摩洛哥为核心，南非为次核心，中东正在形成以埃及为核心，沙特阿
拉伯为次核心，南亚正在形成以印度为核心的新旅游分工体系。8大核心国跨区域国际游客占
50国的49.32％，核心国和次核心国总计占50国的71.24％。 

在各个板块内，又形成了围绕核心国和次核心国形成的混和分工体系。以亚太地区为例，
中国、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跨区域国际旅游游客占到了整个亚太跨区域国际旅游
游客的70％，亚太13国之间形成垂直和水平穿插的混和分工体系。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将成为重新整理 

全球旅游秩序的关键 
 打通欧洲、亚太两大核心旅游板块 

 连结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核心集聚带 

 搭桥旅游分工体系核心国/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 
   覆盖亚太、中东、南亚三个板块，3个核心经济体、4个次核心经济体，搭桥欧洲、非洲4个核

心经济体，3个次核心体，涵盖核心体系中的82.4%经济体。 
 

 



旅游入局 

连接一带一路宏观事务的集线器 



旅游入局，连接一带一路宏观事务的集线器 

1 
为各国提供性价
比最好的基础设
施建设解决方案
。 

制造能力 2 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 

帮助沿线国家超
越储蓄和贸易双
缺口对起飞发展
的制约。 

3 产业转移 

创造非农就业、
提升人力资本、
发展比较优势提
供现实机遇。 

4 改革经验 

为改革提供有效
的推动力。 

5 旅游需求 

迅速转化各国现
成资源为经济收
入。 

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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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quality data visualization elements to enhance you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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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相通的基础产业 
1.2亿人次的民间外交  

贸易畅通的先
行领域 

贸易壁垒较低、贸易成本较小、
利益冲突较低的领域 

政策沟通的 
主要着力点 

旅游外交：中日友好交流大会、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中美旅游年”“中韩旅游年”“

中印旅游年”“中墨旅游年”“中国-中东欧旅游合作促进年”等上千场活动，中俄蒙三国旅
游部长会议、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等机制，200多场重点旅游交流合作，未来5年中
国对外实施50个国际旅游合作项目。 

货币流通的现实基础 

1098亿美元的现实交易
量 

道路联通的
回报前提 

“十三五”规划，进口10万
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

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5

亿人次。 

“旅游五通” 





四个大局 

革新中国旅游产业的新鱼骨 



旅游竞争力综合水平不高 



5大优势项：资源优势是核心优势  



9大弱势项：旅游业发展仍有较多短板  





• 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门槛
不高，往往成为各国优先发展的产业项目，但优势会不断消逝，还会因资产的投入而套牢。 

• 国内市场会影响产品的创新。 

• 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扩张出口，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则出走。 

• 一个国家能持续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资格成为一种先进产业的基地。 



一带一路，革新中国旅游产业的新鱼骨 

东部沿海 

中西部 

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旅游革新 

新鱼骨 



类型 文号 名称 
旅游相关
产业 

国办发〔2016〕8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 

国办发〔2016〕8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 
国办发〔2016〕7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58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6〕68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国函〔2016〕14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国办函〔2016〕7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发〔2016〕5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37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6〕39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6〕3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36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

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6〕3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16〕1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17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函〔2016〕40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 
国发〔2016〕15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 
国办发〔2016〕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 
国办函〔2016〕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区域发展
战略 

国函〔2016〕177号 国务院关于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的批复 
国发〔2016〕62号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

干重要举措的意见 
国函〔2016〕120号 国务院关于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批复 
国函〔2016〕143号 国务院关于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的批复 
国函〔2016〕142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批复 
国函〔2016〕96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江西赣江新区的批复 
国函〔2016〕87号 国务院关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 
国函〔2016〕68号 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 
国发〔2016〕18号 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8号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 全国旅游直接投资继2015年突破万亿元大关后，2016年达到12997亿元，同比增长29.05%，
预计高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个百分点。其中，民营旅游投资积极性高涨，占旅游投资
总额的59%。 

• 形成了大项目投资主体、积累了大项目投资经验、累积了交叉产业资源、形成了旅游投资的
资本观和风险观。 

• 中国旅游投资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海航、安邦、锦江、人寿、开元等企业加速向海外布局，
并逐步将并购对象聚焦在全球性的旅游集团上，复星通过引入其在国际上整合的Club Med、
太阳马戏团、亚特兰蒂斯、Thomas Cook等品牌资源，在国内启动了一系列开发项目。  

 



一带一路的入场券，是超前一步的产业效率和对接能力 

华夏之源、丝路起点、千年帝都、牡丹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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