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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 

2017年10月发布城市旅游影响数据显示， 

重庆位列全球发展最快的10个旅游城市榜首 

中商情报网 

2017中国最热门的50个旅游城市排行榜， 

重庆排名第一 

界面新闻、亿安保险、今日头条 

2018年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 

重庆排名第二 

携程旅游&百度数说 

《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指数报告》网红城

市排行榜，重庆荣登榜首 

重庆旅游市场 
现状 

2018年重庆市接待境内外游客5.9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4344.15亿元，接待入境游客388.02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

入21.9亿元，重庆旅游市场增长迅速。 



城市 总人次（万人） 排名 总收入（亿元） 排名 人均消费（元） 排名 

重庆 4725 1 180.29 2 381 9 

成都 1892 2 206.9 1 1093 5 

广州 1696 3 122.09 4 719 8 

西安 1652 4 144.78 3 876 7 

昆明 1014 5 64.42 8 354 10 

北京 811 6 81.85 6 1008 6 

上海 509 7 66.2 7 1300 2 

杭州 471 8 61.02 9 1293 3 

厦门 292 9 33.96 10 1161 4 

三亚 99 10 103.85 5 10421 1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
究院《2019年春节旅游
消费大数据报告》 

重庆旅游市场 
问题 

重庆旅游总人次位于全国第一，而人均消费仅381元，与周边成都的旅游人均消费相差近700元／人。 



3天以下 
65%	

4-6天 
32%	

7-10天 
3%	

停留时间占比 

50后 
16%	

60后 
17%	

70后 
18%	

80后 
20%	

90后 
19%	

00后 
10%	

游客年龄占比 

带爸妈 
10%	

独自一人 
9%	

亲子 
31%	

情侣 
28%	

同事朋友 
22%	

出行游伴占比 

重庆旅游市场 
目标人群 

8090后游客是前往重庆旅游的中坚力量，共占比近40%，其次是70后，占比为18%。在选择出行时长上，有67%的游客选

择了3天以下的短途旅游。选择和同事朋友一同前往重庆的占比最高，占比32%，而选择亲子和情侣的游客占比也很高，

均超过25%。 

数据来源：携程旅游&百度数说《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指数报告》 



•  目前重庆旅游市场游客基数较大，但客单价较低，反映出目前市场上旅游产品的供给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目前文化和旅游存量资源较多，但传统的旅游产品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如何为旅

游产品注入更高的文化附加值，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如何通过创新的场景打造，促进

游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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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思路 

•  非遗和演艺作为与旅游市场契合度最高

的两大内容，但在形成旅游产品的过程

中并不能原样照搬，而应针对游客消费

需求进行文化内容的转化，形成新的旅

游产品。 

 

•  旅游本身是一种体验经济，但传统的管

理和服务已经跟不上游客的需求，利用

新零售针对体验场景的打造思路以及对

消费服务的管理体系，来提升旅游的服

务水平。 

文旅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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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部分非遗＋旅游的发展方式，主要依赖于旅行社组

织游客带到传承人工作室或者特色民俗村落进行体验。在此基

础上，非遗本身作为优秀文化传统在今天生活中的现实体现，

如何让非遗从偏远山区、从工作室走出来，融入到现代人的生

活中，为现代生活服务，且融入到重庆都市旅游的产品中，将

会面临更大的市场发展机遇。 

1.非遗生活化 

									当非遗脱离原生环境，走进都市生活的时候，往往只有产

品本身，如何让非遗完整的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是非遗与旅游融

合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不等同于直接将非遗原样照搬到旅游景

区，不等同于手工艺品和非遗文创衍生品作为旅游商品的销售，

不等同于在旅游景区做的一场手工体验课。而是根据现代的消

费习惯打造的活态场景。 

2.非遗完整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文化内容、技艺、作

品、传承人、受众构成了非遗的整体。 

非遗＋旅游 



非遗 

旅游 

有情感的 
新零售 
场景打造 

传统文化（过去） 

现代语境（现在） 

现
在
与
过
去
的
联
系 

重建过去与现在的活态关联 
 
•  人与自然（工艺、材料） 
•  物与文化（功能、应用） 
•  人与历史（情感、故事） 

核心：跨界合作、情感共鸣、活态表现 

非遗＋旅游 



非遗＋旅游 

1 2 3 4

场景打造 故事包装 非遗体验 产品体系 

四大版块构建一个完整的文化现象 

情感共鸣 促进消费 氛围营造 激发兴趣 



旅游 科技 设计师 非遗 

提供素材 提供设计创意 游客需求指导 

•  一是让传承人与设计师进行跨界合作；二是让传承人之间进行跨界合作。从室内的装修设计到物件摆设到VI设

计，让非遗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让更多的非遗走进商业空间、旅游景区；	

•  通过科技的手段营造氛围，展现情景，让游客浸入式的进行文化体验；	

•  旅游将从游客的需求出发，指导传承人和设计师的设计，以及游客动线的设计。	

场景打造 

呈现方式 

传统的非遗场景及工作室往往由传承人自己打造，并未考虑到游客的游览及审美需求。 



光影展现 

现场演艺 

导游讲解 

故事包装 

旅游 非遗 

非遗故事及传承人故事挖掘 故事包装 

•  非遗是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和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游客了解非遗的古往今来； 

•  非遗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承非遗的人却是当代人，每个传承人背后都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故事和精神；	

•  通过对过去故事以及人物的挖掘，找到与现代人有共鸣的情感点，通过包装后并加以呈现。	

•  让游客在后续的体验中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同时引导游客消费。	

非遗及传承人的故事除了文字图片的展示方式，可采用更加有趣生活的展现方式，吸引游客的兴趣。 



非遗体验 

01 02 03 04 

参观体验模式 

以参观为主，包括展览展示、

制作的生产流程、演出等内容； 

初步体验模式 

中度体验模式 

深度体验模式 

•  除游客体验的过程外，在最终的成品或包装上可增加游客的个性化环节设计，例如个性的签名或LOGO，送给家人朋友

的祝福话语等，将非遗故事的情感延续到体验环节；	

•  对于时间较长的体验模式，除在单一的非遗项目上做纵向的设计和延展外，同时也可对多个不同非遗项目进行打包整合，

设计适合游客的组合体验产品；	
•  可针对研学市场设计符合教学大纲的研学课程体系。	

增加体验环节，主要为半成品基础上完成，

选取2-3个游客易上手的环节即可； 

1-3天的体验课程，游客可了解

并体验非遗的全流程。 

5-7天的体验课程，游客可初步

掌握非遗的技艺。 



非遗产品 

特色旅游商品 

文创衍生品 

传承人 
作品 

产品体系 

由非遗传承人设计并制作的作品，也包括与

设计师、其他非遗传承人跨界合作的作品。 
艺术性 

实用性＋半手工 

实用性＋工业化 

由旅游板块根据游客的需求设计产品原型，

由传承人或者其徒弟对产品原型进行二次创

作。 

由文创团队针对非遗故事和元素进行衍生开

发，可进行批量生产。 

传承人的作品往往价格较高，对于游客市场占比较小；而非遗文创衍生品的文化附加值较小，难以提升消

费。在此基础上需打造非遗的特色旅游商品，构建完整的产品体系。 



   “非遗+旅游”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实践，其动态性、活态性是非遗的本质特征。

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靠创新和转化来实现，让非遗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习

惯，让非遗能够为现代生活服务。同时通过旅游市场的带动也可以帮助传承人群

增加收入、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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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旅游 

    传统旅游演艺演出内容雷同度较高，投

入大回报周期长，内容更新成本较高，且主

要以观看性为主。对游客而言容易审美疲劳

同时难以形成重复消费。 

    目前演出市场和旅游市场均有大量的存

量资源，随着游客消费习惯的改变，如何将

演艺更好的融入到旅游消费场景中，将表演

艺术作品转变为文化体验产品，开发多种类

型的旅游演艺，同时解决旅游演艺中单一的

门票收入问题。 



演艺＋旅游 

演艺
特点 

游客
特点 

打破舞台边界 

创新演出形式 

主题性强、活态文化、专业表演 

参与感、有趣、新奇 

传统旅游演艺 

实景演艺 

主题公园演艺 

剧场演艺 

体验式演艺 

场景式演艺 



演艺＋旅游 
文物建筑类 

以消费服务为依托 

体验式演艺为主线 

文旅商融合 

根据文物建筑的历史文化，利用装修和科技技术，根据历史

背景还原打造场景。 

1.场景打造 

根据文物建筑的历史背景选择合适的演艺主题，围绕消费服务

打造体验式、互动式演艺内容。演出场景同时也是消费场景、

服务员也是演员、游客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参与者。游客可

以自行探索场景，也可通过剧情的发展引导游客进行动线游览。

游客感受到的不再是一台演艺，而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2.表演内容＋消费业态 

3.经营收入 

除了传统的门票收入外，还增加业态消费收入，以及演出道具的

售卖、衍生品的开发等多种收入。 



演艺＋旅游 
古镇古街类 

艺术源于生活，生活融入艺术 

不需刻意而演之，通过演艺的方式还原当时的生活
场景，无需固定的舞台，演员可以在餐厅、咖啡厅、
商店等进行演出，角色可以是服务员、居民、老板。	

 

场景式 

互动式 

古镇古街类的项目吸引游客的不仅是遗留下来的建筑，游客还希望感

受到过去的生活场景，大部分的古镇类项目都会定期举办一些当地的

传统文化活动和演出，再此基础上可增加场景式的演艺。 

 

	
设置剧情串联或游戏解密，游客也可参与体验互动。
根据游客动线，针对古镇上部分商家打造即可，同
时也为商家进行引流。 



演艺＋旅游 
自然景观类 

用光影阐释大自然的美 

								以自然为背景，科技为手段打造开放式的自然剧场。

让观演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在保护自然风景的基础

上，同时解决自然景区的过夜游问题。	

								采用科技＋创意的光影效果进行场景布置，即是展

览场地也是演出场地。根据游客游览路线设置剧情故

事，同时游客也可与光影内容进行互动。	

传统的实景演艺是借助自然的背景进行场景的重

新打造，往往投资较大。 
 



   旅游演艺作为旅游市场中的核心文化消费产品，也亟需开发多样的演艺形式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将演艺生动活态的表演形式植入到更多的旅游消费场景中

去，打破舞台的边界才能实现多样化的盈利方式，同时也让演艺更容易走入到大

众的文化消费中去。 



新零售在旅游场景的应用 



新零售特点 

人 

货 场 

重构人货场 

人的可识别、可互动、可分析 

泛内容化、可定制化、	
供应链智能化、按需定产 

场景无边界、服务无边界 

极致的用户体验＋极致的商业效率 

新零售：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的泛零售形态 



游客体验 供应链管理 会员管理 

1.  对线下场景的打造将以“人”为核心，

而不是以物为核心； 

2.  通过智能化的设施设备重塑游客的体

验感； 

3.  “用户即创造者”打造游客的个性化

产品及服务； 

4.  对游客的服务从物理场景中延伸到旅

游的前中后全过程。	

1.  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技术提高供应

链管理的效率，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

服务； 

2.  在传统的生产、配送等供应链环节上

加大对客流、获客、消费轨迹环节的

数字化管理； 

3.  通过系统化的管理，实现C2M，即根据

游客需求进行生产。 

1.  通过对游客旅游全过程以及消费轨迹的

全环节信息获取，将游客作为资产一样

去运营； 

2.  通过数据反馈为游客提供人格化的服务、

个性化的权益以及精准的营销服务； 

3.  通过对会员的管理增强游客粘性，延长

关注时间，实现多次重复消费。	

借助新零售的场景打造和服务管理理念，打破旅游场景的服务边界，促进旅游消费，同时提升游客在旅

游场景中的体验感，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以及对游客的会员管理。 

新零售＋文化旅游 



文旅IP打造 



01 02 03 
 

非遗与演艺本身就是IP，

且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

属性，同时也具备很大

的延展性 

 

 

通过旅游市场为IP提供更多的变

现方式。 

IP体验：文化体验、旅游演艺等； 

IP产品：非遗作品、文创商品、

纪念品、个性化产品等； 

IP业态：主题酒店、主题餐厅、

主题咖啡厅等 

当IP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

同时具备可复制输出能力，

可将单个IP或多个IP进行

组合，进行IP证券化，帮

助IP进行规模化的发展。 

IP内容 IP价值变现 IP证券化 

文旅IP打造 



实施路径 

项目公司 

非遗传承人	
演出内容方 

业主方 运营方 渠道方 公益基金／政府补贴 

天使基金／产业引导基金 

PE／VC／金融机构 IP证券化 

IP或技术	
作价出资 

经营权	
作价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直接补贴 

孵化 

规模化、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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