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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进行界定，

并对其融合机理进行归纳，认为产业关联是产业间融合的基础和前提，产业融合发展形

成产业新业态，产业融合是产业新价值的增长点和动力源。其次，就冰雪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的动力机制从技术创新原动力、政策导向助推力、消费需求拉动力及新业态蓬勃

发展驱动力4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就两大产业融合的路径机制从产业组成要素的

结构性变动过程，结合实证归纳总结出了技术、产品、企业、市场4种产业融合路径。其中，

技术融合改变了产业的生产技术、开发与经营管理技术；产品融合是冰雪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标志；企业融合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互利共赢”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市场融合模糊了冰雪市场与旅游市场的边界，增强了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产

生良好的传导效应。研究认为，新型冰雪产业旅游产业业态的发展与创新是优化冰雪

产业与旅游产业结构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是延伸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价值链、提升产业

价值的内在需要。

关键词：冰雪产业；旅游产业；冰雪旅游；产业融合

Abstract: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were used to summa-
riz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rough which it is believed that industrial 
correlation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
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forms a new type of operation of 
ice and snow tourism, and serves as a new growth point and source of power. Secondly, the sys-
tem theory and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were used to summarize the dynamic mechanism driv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 namely the 
prime promoting force of demands originating from diversity of consumer demands and upgrad-
ing of the consumption demand structure in the ice and snow tourism industry, the propelling 
force origina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 driving force originating from the thriving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operation and the boosting force originating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path to realiz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four factors including technology, product, enterprise and market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Among these factors,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changed production tech-
nologies,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product integration mark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enterprise integration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characterized by “in-depth integration, mutual benefit & 
win-win operation”; market integration blurre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ice and snow market 
and the tourism market, and 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rkets and generated a great con-
ducting effect. Results of some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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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化时代与全球产业融合趋势的迅猛发展，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作为相互关联紧密的社会经济现象，

其二者融合发展趋势亦逐步增强，相互渗透与重构成为产

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中国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在2017－2018冰雪季，冰

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次，收入约3 300亿元，投资规模

达到5 400亿元，国内冰雪旅游已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赵丹丹，2018）。与此同时，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亦成为学术理论研究热点。但总体上看，无论是我国冰雪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具体实践，还是二者融合的理论研

究，均处于初级阶段。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间跨行业融合

突破受制于传统观念、市场及政策等影响较大，其亟需解

决的是“为什么融合”与“怎样融合的问题”。本文主要采

用文献资料调研等方法，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与文献基础

上，通过研究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与机理，提

出二者融合的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

1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与机理分析

1.1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产

业融合现象，从而引起学界与政界的高度关注。多年来，

不同专家学者从各自学科专业领域对产业融合问题开展

了广泛的研究与探索。研究表明，产业融合是社会生产力

进步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趋势（厉无畏，2002），是产

业发展内在规律的具体体现，对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具有

推动作用（刘纯彬 等，2011）。产业之间的技术、产品和业

务相互渗透和交叉（纪国涛，2010），使得产业之间的边界

模糊化（王新新，2012），在改变企业生产成本结构与投资

特征的同时使融合的产品具备了多类产品的特征与功能

（马健，2005）。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内容从初期的仅限于

信息通信产业的研究逐步延伸至各个产业领域的探讨，由

早期的仅对产业融合现象的分析逐步深入拓展到对产业

融合的动因、分类、过程以及发展趋势、效应、管制政策等

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指导与参考。

通过文献梳理得知产业融合是动态演变的过程，由3

个连续递进阶段构成。一是产业间分立阶段，产业与产业

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不同产业所提

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着各自的特性与功能，不同产业在满

足消费者各自需求时，其产品与服务的可替代性非常小，

导致产业间存在进入与退出壁垒，政府规制也清晰地界定

了产业的业务界限，使产业与产业间表现出各自明晰的技

术与政策边界，使企业间的竞争行为主要表现在产业边界

明晰的特定产业范围内。二是产业间由分立走向融合阶

段，伴随着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发展中的扩散，促使其技

术产生融合，技术融合降低了产业间的技术性进入壁垒，

政府经济性规制也随之放松，产业与产业间形成了相同的

技术基础，促使不同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出现相同及

相似的特性或功能，以此满足了消费者相同或相似的产品

或服务需要。由于产业间技术进入壁垒的减弱和受规制

产业的政策性进入壁垒降低，导致不同产业间或企业间

竞争加剧，延长了产业链，产业之间的传统边界变得模糊，

致使两产业或多产业间出现融合发展趋势。三是产业融

合阶段，原本分立的不同产业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拥

有了相同或类似的技术基础，为消费者提供相同或相似特

性与功能的产品与服务，使产业间的进入壁垒降低，出现

可替代竞争关系，产业间的融合结果改变了产业间或企业

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产业间边界出现模糊或消失，甚至

需要重新划分产业界限。简而言之，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

业之间的传统边界趋于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于刃刚 等，

2006）10-11。

产业融合的本质是产业创新。在不同的产业内产业

融合以各自的方式演进，在产业分立、由分立走向融合、产

生产业融合3个阶段过程中经过了技术融合、产品融合、

企业融合、市场融合4个层面，最终通过产业间的相互交

叉与渗透，形成产业新业态及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与合理化。结合产业融合相关理论，综合探究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特性，二者在发展中均是以需

求为导向，产业链的形成依赖于市场消费需求，并根据消

费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形成具有“产业群”性质的“泛产

业”。消费需求的动态化与多元化发展特点导致冰雪产业

与旅游产业均具有产业边界模糊、产业体系开放及包容性

强的特征。由此，二者在消费需求、产业资源等诸多方面

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基础，更易发生渗透、交叉现象。随着“冰

雪+旅游”市场的发展成熟与完善，冰雪产业部门与旅游产

业部门的资源禀赋也将在日趋开放的多元竞争态势中更

加充分地流通与扩散，以此吸引更多的产业参与市场融合，

促使“冰雪+旅游”市场价值空间不断拓展。据此，冰雪产

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是指以冰雪本体资源为核心，以旅游服

务为载体，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动态变化，通过产业间渗

integrated type of business in the ice and snow tourism industry serve as the internal impetus for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which are also the internal needs for extending the value chain and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ice and snow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ice and snow tourism; industrial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3

李在军：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探析

透与交叉，经过技术、产品、企业与市场等融合形成兼具冰

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特性的“冰雪旅游”新型产业业态的过程。

从产业融合的内涵来看，冰雪旅游是冰雪产业资源与

旅游产业链上的各元素通过产业间非线性的交叉关系进

行互动，促使产业间技术、产品、企业、市场等要素在“融合

点的环节”进行扩散，产生业态创新，引起负熵流入，打破

原产业系统中的线性平衡，从而实现产业融合。从产业融

合的实践来看，冰雪旅游作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形成的新业态，主要以冰资源和雪资源及气候为依托，通

过各种冰雪形成的景观及衍生出的人文景观作为旅游产

品，以冰雪观光、冰雪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具有观赏

性、参与性与刺激性等特点的休闲旅游。冰雪旅游作为“旅

游+运动+度假”的新型休闲业态，具有高增长、新体验、效

益好的3大特点（王洋，2017）。

1.2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分析

1.2.1 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产业关联是不同产业间融合的基础，不同产业之间的

关联性强弱，直接影响着产业间资源整合与利用的高低，

决定着产业间能否有效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冰雪产业较

高的旅游特性，决定了与旅游产业较高的关联性。旅游产

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同时涉及金融、会展及信息服务等多个行业。冰雪产业的

渗透力与关联性也非常明显，冰雪产业链包含了赛事、场地、

器材设备、培训以及相关的地产、娱乐、旅游等上下游产业，

其冰雪观光、滑冰滑雪体验更是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对

于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带动作用。冰雪产

业与旅游产业在休闲娱乐、运动健身、观光游览及社会交

际等方面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与相似性，二者在发展中互为

平台与载体，旅游产业为冰雪产业扩展了更多的经营渠道

与模式，冰雪产业为旅游产业提供了更多的新产品、新需求，

彼此在延展产业链的同时又扩展了各自的利润价值空间。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具体体现在：最初，冰

雪产业在为游客提供滑雪、滑冰等体验性服务的过程中，

拉动着餐饮、交通、宾馆等消费，属于间接为旅游产业服务。

而随着旅游消费升级，对冰雪产业提出了更多需求，如游

客为欣赏冰灯、冰雕等专门进行的旅游。到目前，随着物

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越来越追求美好的生活（生态）

环境与精神享受，传统的滑雪、滑冰等冰雪旅游产品已很

难满足人们对体验冰雪文化之美的需求。东北优美的冰

雪乡村风景（雪村）、雾凇、冬捕狩猎及冰雪演艺产品等带

有冰雪文化符号的体验之旅，越来越成为吸引游客的新

兴产品。同时，旅游对冰雪产品的需求与冰雪向旅游产

品的供给日趋多样化，二者的关联广度与深度也在不断

提高，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1.2.2 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新业态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越来越紧密的产业关联关系，增

强了产业间互相融合的动力，推动着二者的融合发展，加

上旅游市场对冰雪产品的新需求导向，以及冰雪产业多样

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供给，形成了新型产业形态，冰雪旅游

成为旅游产业融合的一种新类型。“旅游产业作为需求导

向型产业，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升级是旅游产业与其

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王琪延，2014），数据显示，

2013年我国冰雪产业规模仅为1 177亿元，到2017年，迅速

增长到3 976亿元，预计在未来3年仍呈现持续增长状态，

2020年冰雪产业总规模将完成6 000亿元目标，到2025年

达到1万亿元的目标（张涛，2018）。

在如此消费需求刺激下，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协作成

为必然，旅游产业借助冰雪产业的独特性与地域性，共同

开发形成新型旅游产品，在此过程中产业间企业、技术及

市场资源相互渗透、交叉，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融合

发展模式，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同时，在此动态循环

中二者内部生成融合发展动力，促使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

深，产业间的界限趋向模糊，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

工，亦促使产业内企业间的竞合关系不断发生改变，最终

使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一种产业新业态——

冰雪旅游产业。

1.2.3 产业融合是产业新价值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产

业间通过资源共享与配置优化，技术创新与优势互补，实

现各自产业产品的创新与快速发展，以此培育新业态、构

建新市场、提供新供给并满足新需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因此，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突

破传统增长瓶颈的必然选择，成为产业发展大众化、社会

化及多元化的需要，并成为二者产生新价值的增长点和动

力源。

冰雪旅游作为一种新业态的形成与发展，一是能够有

效解决就业问题，“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可间接带动

七个人就业”（刘晓明，2014），间接或直接提高从业者收入，

尤其针对冰雪资源区域居民，对其精准扶贫、脱贫致富具

有重要价值，以此促进冰雪新功能的开发，增加附加值，推

动冰雪产业更好更快发展；二是成为刺激旅游业产生持

续吸引力的新来源，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物质的极大丰富，

促使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增长，传统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

因其持续吸引力不足、复游率下降，面临发展的瓶颈，而冰

雪旅游作为全新的、特征明显的体验旅游形式，有效创造

了旅游附加值；三是拓展丰富旅游产业资源与活动内容，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改变了事物的功能范畴，

冬捕狩猎、冰雪乡村等劳作与居住所成了旅游体验观光

产品，不仅丰富了各自产业的内容、完善了产品体系，而且

满足了游客对新颖、多样旅游的需求，有效促进了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可以说，推动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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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两大产业发展互利共赢，使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

延长产业链，丰富产品类型，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形成新价值的增长点和动力源。

2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不同学者对产业融合的动力与原

因呈现多样化分析。植草益（2001）认为，产业融合源于技

术革新与放宽限制。厉无畏（2002）提出，产业间的关联性

和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技

术创新和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催化剂。于刃刚等

（2006）17认为技术创新、政府放松经济性规制、企业跨产业

并购与组建战略联盟是产业融合出现的主要原因。陈柳

钦（2007）指出，推动产业融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技术创

新是产业融合的根本原因，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特征，为产

品带来新的市场需求，并为产生融合提供了市场空间，放

松管制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外部条件。曹世武等（2011）认

为，推动产业融合的因素主要来自技术创新驱动、企业间

的竞合、企业对效率的追求及市场需求的推动、政府的外

部措施支持。严伟（2014）提出，产业融合的动力来自于市

场因素与政府行政。孟茂倩（2017）从内生性动力与外生

性动力分析了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认为内生性动力包括

市场需求拉力、追逐高额利润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的

竞合行为，外生性动力包括创意产业勃兴、技术进步、产业

政策。

笔者认为，不同的产业均是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过程

中逐渐向合理化、高度化发展的。随着分工的专业化，产

业种类越来越多，产业组织越来越复杂，产业间边界开始

模糊化，产业融合逐渐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本

文在总结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认为，产业融合动力因素

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具体来讲，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

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形成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过程中促

使产业间技术性进入壁垒降低甚至消失，促使产业间形成

共同技术，并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技术创新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原动力。2）政府政策导向，

政府对产业进行经济性规制及制定法律制度形成了政策

性进入壁垒，使产业间边界比较清晰，而伴随着技术性进

入壁垒逐渐消失，政府随之放松了对产业的经济性规制，

使政策性进入壁垒降低，政府产业融合导向性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使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可相互进入并使竞争加剧，

导致产业之间边界模糊，促使产业之间出现融合趋势，政

府政策导向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3）消费需

求，当不同产业出现技术融合后，在相同技术基础的前提

下，企业为了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而进行多元化经营，促使

企业跨产业并购出现，导致产业间产品或服务融合，不同

产业或企业开始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扩展和延伸产业链，

提供一揽子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消

费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与提供何

种服务，企业跨产业并购的主要目的表现为满足市场消

费需求，消费需求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拉动力（于刃刚 等，

2006）61-64。4）产业新业态，企业间战略联盟是企业间竞争

与合作的结果，企业间战略联盟与技术融合产生新业态发

展，企业通过战略联盟能够实现技术资源互补，提高研究

与开发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技术

融合的产生。而产业边界的模糊以及产品价值链的延伸

和细分均对原有业态产生冲击，使产品原有业态内涵发生

变化，从而促使新业态的产生。新业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企

业间战略联盟的主要表现形式，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

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从产业融合演变过程看，推动产业融合的

动力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结主要来自技术、政府、企业及

市场等层面，即来自技术的创新、政府的外部导向措施规制、

市场的消费需求及企业间的竞合所形成的新业态，四者相

互影响、缺一不可。其中，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融合的根

本原因，技术创新也是政府放松经济性规制及制定政策导

向的基础，产业政策性进入壁垒降低与政策导向使企业并

购、多元化经营，导致不同产业的产品融合，以此满足市场

消费需求，而企业在并购、战略联盟过程中促进了技术创

新在产业间的扩散，在推动技术融合过程中形成新业态，

进而促进产业融合的发展。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冰

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特点从技术创新、政策导向、消费需求、

新业态发展4个方面总结、提炼出推动冰雪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构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图1）。

图1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Figure 1.     Model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ce &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2.1 技术创新原动力

产业融合源于技术的创新融合。随着科技的快速发

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产业间

的技术力量与信息传递等方面提出了新挑战。产业技术

创新在产业间的扩散产生溢出效应，而产业间技术融合正

是溢出效应的重要表现，技术创新在推动冰雪产业与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技术创新有助

于进行关联性或替代性技术开发，形成新技术在冰雪产业

新业态蓬勃发展

产业发展政策导向

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
冰
雪
旅
游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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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产业 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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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产业之间扩散，并对二者原有技术进行改造，形成

产业之间共同技术基础，使产业间边界趋于模糊，以此有

效促进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典型的案例是室

内滑雪馆的建造，技术的不断创新增强了室内滑雪场模拟

天然滑雪场的能力，即使在炎炎夏日也能满足游客滑雪的

需求。其次，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生产成本，丰富产业间的产品内容与形式，提高产品与服

务质量，以此为二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动力。典型的案例

是旱雪场、旱冰场（人工合成的特殊材料）制造技术的更

新与广泛使用，与室外滑雪场及室内滑冰场、滑雪场相比，

旱雪场、旱冰场建设周期短，投资成本低并且绿色环保，降

低了旅游成本。第三，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产品供给将改

变冰雪与旅游市场的消费需求特征，以此促使创造更多

更新的市场需求，为产业融合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典型案例是旅游企业在进行冰雪旅游项目推广与销售过

程中，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形成的线上预定、线下体验的

O2O（online to offline）服务，促使二者的有效融合。可以说，

技术创新加速了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成

为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2.2 政策导向助推力

政府在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的制定和调整中起着重

要作用，政府政策引导力对于产业的融合发展至为关键。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加大了对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发

展的政策扶持力度，相继颁布多项发展政策，尤其针对产

业间融合发展政策导向突出。2016年，《冰雪运动发展规

划（2016－2025年）》作为国内实施冰雪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指导性与引导性文件颁布实施，文件中多次提到

融合，强调产业融合发展，并要丰富冰雪产业业态，推动冰

雪运动与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

规划（2016－2022年）》强调冰雪场地设施要依据有关规

划，加强与旅游、休闲及商业等项目的融合发展。《“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总体要求明确指出：“推进融合发展，丰

富旅游供给，形成综合新动能，在推进“旅游+”方面取得

新突破”“促进旅游与体育融合发展”“以办好2022年冬奥

会为契机，大力推进冰雪旅游发展”，强调大力开发温泉、

冰雪及养生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同时，多个地方政府相

继出台关于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政策，并重点强调产

业融合发展。《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

意见（2016—2022年）》、《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大做强

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我

省冰雪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河北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支持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均强调冰

雪产业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以此为加快冰

雪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吉林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黑龙江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分别提出了

以“旅游+”为手段，深度开发冰雪、生态等核心旅游产品，

推进产业融合，打造冰雪旅游强省，发展冰雪经济，通过发

挥冰雪大世界、雪博会、雪乡等品牌优势，优化整合冰雪资

源资产，大力发展冰雪旅游的战略发展目标。这些文件的

颁布表明，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产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并强调了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推动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政策动力，为冰雪产

业与旅游产业深层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

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同时，伴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

动全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契机，以及“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逐步实现，必将促进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快速融合发展。

2.3 消费需求拉动力

需求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经过40年的

改革开放建设，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大

幅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消费能力大幅提升，社会消费

需求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共享政策经济发展带来

的丰富成果同时，日趋渴望减少甚至摆脱程序化、快节奏

与物质化的单调生活，对能否获得更多精神层面生活的追

求期望越来越高，消费需求与观念也由被动提供向主动选

择转变。而旅游活动正是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

之后，在有足够可支配收入和闲暇的基础上，在求新、求异、

求知的动机刺激下所产生的消费行为（桑彬彬，2014）。

随着旅游消费者在需求内容上由过去单一需求向多

样化需求转变，在需求方式上由静态观光向参与体验转变，

消费需求热点也由较稳定的状态向即时性时常变化转变

发展。在满足消费者需要过程中，旅游产业开始向体验化、

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消费需求的转变迫使旅游产品与服

务在内容、形式上的转型升级，其经济活动呈现“需求—研

发产品—满足需求—新的需求—研发新产品—满足新需求”

的循环模式。在冰雪消费需求量越来越大、消费综合化越

来越高的背景下，冰雪产品所具备的特质与旅游产品需求

不谋而合，成为旅游产品的重要补充，冰雪旅游产品应运

而生。消费需求的提升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并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而产业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及新服务必然

提高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同时，旅游平台作为载体，其综

合化的服务产品体系，满足着消费者对冰雪服务需求的个

性化、多样化与分散式的趋势，而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

确保服务效率与质量，提高消费者满意度与忠诚度。

2.4 新业态蓬勃发展驱动力

新业态是不同产业的产品价值链、产业组织方式、生

产销售方式，在技术变革和市场需求的引导下，通过改造、

整合与创新所产生的新的产业形态。与传统业态的单一

发展方向不同，新业态往往能将不同产业整合到一起，突

破原有产业链的桎梏（何勇亭，2018）。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环境下，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所发生的竞合关系目的是为

了取得利益最大化，在依托冰雪资源的基础上，无论是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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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产业还是旅游产业在追求范围经济的过程中进行跨产

业经营，从而为各自产业开拓出新的消费市场，带来新的

产业收入，促使冰雪旅游产业新业态的形成。

2022年冬奥会与“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发展冰雪

旅游提供了巨大机遇，在提升冰雪旅游服务质量标准化

建设、国际化水平以及扩大品牌影响力方面，起到重大带

动作用。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开始，我国冰雪旅游市

场均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加速增长。2016年，我国参与滑

雪人数为1 510万人次（张涛，2018），2017年参与滑雪人数

达到1 750万人次，同比增长15.9%（季芳，2018）。2016－

2017年冰雪季，冰雪旅游市场旅游人次为1.7亿，冰雪旅游

收入约合2 700亿元（唐飞，2018），而2017－2018冰雪季，

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次，同比增长16%，冰雪

旅游收入约3 300亿元，同比增长22%，我国冰雪旅游已进

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代。目前，我国冰雪旅游投资呈现

出规模化、多样化、大众化、国际化等特征。据不完全统计，

2017－2018年我国冰雪旅游项目投资规模达到5 400亿元。

预计到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

亿人次，“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将在2022年提前超额

完成，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 800亿元。届时，冰雪旅游产

业投资将持续升温，市场潜力巨大（王洋，2017）。

在我国北方城市，冰雪旅游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项

目和支柱产业。以吉林省为例，随着冰雪强省战略的实施，

围绕“冰”与“雪”做足了文章，其冰雪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产业融合明显加快，产业支撑

能力提高，宣传与营销模式更是具有独特性。2016－2017

年，吉林省冰雪旅游参与人数达到6 199.08万人次，同比增

长19.36%，实现总收入1 160.89亿元，同比增长27.12%，占

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33%。在2018年春节期间，接待旅游

人数达到1 262.84万人次，同比增长18.26%，旅游总收入

达到119.40亿元，同比增长23.11%（李樊，2018）。可以说，

冰雪旅游已发展成为双创新高地、投资新热点。

3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产业融合发展是极为复杂的过程，其发展普遍是从隐

性到显性的过程。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内，产业融合模式不

尽相同，以各自的方式演进，逐渐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高

度化与合理化，并构架出融合型的产业新体系（秦嗣毅，

2008）。从产业融合过程看，融合现象可以通过不同层面

来反映，融合过程一般表现为阶段性，通常以市场为导向，

主要表现为技术、产品、企业与市场融合等4个层面（桑彬

彬，2014）。产业间融合模式不同，其融合的形式、内涵和

深度也随之产生不同，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也遵

循这个规律（图2），在4个层面融合过程中表现为“资源

—冰雪旅游产品研发—业务重组—企业制度创新—劳动

力技能更新—产业新业态”等产业组成要素的结构性变动，

突出其产业间多路径、多层次、全方位整合的产业创新过

程。无论是冰雪产业还是旅游产业，只有在经济活动中与

其他产业充分交叉、互相渗透，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才能在

竞争中实现共赢。在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资

源、技术及劳动力等产业要素在产业间共享，随着资源流

动范围扩大，产业资源配置速率与效率也随之得到提高。

图2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机制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ce & Snow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3.1 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基础

不同产业或行业在生产技术与工作流程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形成技术壁垒，使各产业或行业产生技术边界。

技术层面的融合成为不同产业或行业间融合的催化剂。

产业在发展中通过购买或学习新技术为本产业原有技术

进行改造，以促使新技术与原有技术的更新融合，创造开

发出新工艺与新产品，产业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技术融合。

技术创新是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引擎”，

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二者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例

如，数字信息技术在冰雪运动中的应用，促使冰雪与旅游

的无障碍贯通，使冰雪旅游人数大幅度提高，因此极大促

进了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以富龙四季小镇为例，在2017－

2018雪季，通过与北京雪族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采用信息

化解决方案，整合冰雪产业上下游资源链，减少人工收银

交互环节，减少排队现象，减少了工作人员工作量，解决了

现场消费者和线上消费者同时预约的问题。通过有效优

化服务，更加符合当下雪场消费者的消费特性及管理配置

要求，极大地提升了客户体验感（伍斌 等，2018）210-219，并以

此促进冰雪旅游新业态形成。随着信息技术在产业中的

应用，以“冰雪+”为创意形态的旅游新产品不断涌现，在

创新科技的不断介入下，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不断更新发

展。VR（虚拟现实技术）、云服务平台、5G（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着“智慧冰雪”发展，冰雪

旅游产品的开发升级，逐步形成线上线下（O2O）服务模式，

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促使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技

冰雪产业 旅游产业融合

市场 市场

企业 企业

产品 产品

技术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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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壁垒减少甚至消除，促使产业间技术共享平台的有效建

立，有效提高了资源向产品转化率，在满足消费者需求过

程中创造更多的新价值。如典型的产业技术融合案例，在

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旱雪毯与人工造雪技术、VR

技术取得发展的背景下，国内滑雪赛事呈现出多类别发展

的局面，主要表现在既有室内滑雪比赛（人工造雪）、VR模

拟滑雪比赛（VR+设备），也有旱雪滑雪比赛（旱雪毯）、滑

雪场滑雪比赛（天然雪+人工雪）（孙承华 等，2017），不仅

增加了冰雪产业种类，同时也为冰雪旅游提供了多样性产

品供给，有效推动了产业生产技术、开发与经营管理技术

融合与升级。

3.2 产品融合是产业融合的标志

产品研发是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环

节，其融合产品更是决定着是否具备产业核心竞争力。产

品融合路径一般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不同产业间在技术

创新变革过程中将不同功能融合在同一“物体”上的融合

型产品；二是将产业间不同服务业态在空间与时间上相互

融合的服务型产品。随着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消费需求

不断升级，两产业服务内容均呈现出拓展、延伸及重新组

合业态，两产业融合型新业态不断丰富。例如，滑雪场与

滑冰场等场（馆）资源与旅游资源在交叉融合过程中形成

新型业态，冰雪马拉松竞赛、冰雪汽车拉力赛及冰雕雪雕展、

冰雪龙舟节等多姿多彩的冰雪旅游体验产品就具有明显

代表性。资料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滑雪场与酒店、房

地产、养老等产业融合形成度假村或冰雪小镇，以长春庙

香山度假区为例，将冰雪、运动与商务、温泉集于一体，充

分利用冰雪环境举办多种形式冰雪主题活动，如将冰雪与

音乐相结合呈现特色冰雪音乐节，倡导“声光共享雪共舞”

的“雪•乐”休闲体验，注入地方文化，在吸引广大冰雪和音

乐爱好者参与的同时，弘扬了冰雪文化和关东文化，使消

费者即体验了冰雪魅力，又感受了东北民俗风情。

再以河北狼牙山滑雪场为例，位于河北易县狼牙山

脚下龙门湖畔的狼牙山景区。雪场集冬季滑雪、夏季旅游、

户外运动、休闲避暑于一体，雪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消费

者只有外出才能体验冬季项目的限制，以冰雪为契机形

成新的旅游经济带，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

其中作为旅游滑雪配套的新增娱乐滑雪项目雪魔方，设

有六大冰雪主题：沐雪之城、魔法雪院、魔方传奇、滑冰场、

休闲驿站与冰瀑群。消费者既能体验冰雪运动项目，又

能尝试其他雪上娱乐项目。雪场推出的“滑雪场+风景区

+龙门湖水上乐园+万亩花海+沙滩浴场+欢乐世界”的独

特四季产品，同时打造了春品百花夏玩水、秋赏红叶冬玩

雪的多业态四季特色运营模式，以冰雪为主题，健全的景

区旅游产品体系，极大地推动了狼牙山旅游经济及品牌

影响力（伍斌 等，2018）187—192。可以说，产品融合是冰雪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产业融合发

展的重要路径。

3.3 企业融合是产业融合的载体

企业作为产业融合发展的载体，是技术融合与产品融

合的最终操作者和执行者，企业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将技术、

资源、市场及劳动力等要素统一整合，有效破除融合障碍，

推进创新产业产品新业态。随着冰雪市场与旅游市场的

供需变化，产业间或企业间逐渐打破在技术、产品等方面

的业务边界，冰雪产业中出现了针对旅游消费者需求进行

专门服务的冰雪旅游企业，旅游产业中也出现针对冰雪

爱好者而专门开发相关产品的企业。如专门从事冰雪休

闲度假的企业、冰雪观光体验的企业，将冰雪、旅游、健康

产业融合出现的“冰雪+温泉”特色旅游度假综合体企业，

形成冰雪产业园区，出现“滑雪+温泉”“温泉+冰雪度假区”

等新业态，就是典型的企业融合。

以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为例，作为我国著名的城区

滑雪度假区，一直致力于冰雪事业的开拓。以“家庭度假”

为主题开展春季户外踏青、夏季消夏避暑、秋季登高赏叶、

冬季赏雾凇滑雪四季项目，是一个集山地度假、高山滑雪、

赛事训练、户外运动、餐饮住宿、会展购物、教育营地、休闲

娱乐、度假地产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目的地型综合度假区，

多年来与多家企业机构资源链接和深入合作，秉承“北美

规划+欧洲设备+日式服务+万科开发”的开发理念。数据

显示，万科松花湖度假区2016－2017年雪季总接待游客

34万人次，2017－2018年雪季总接待游客达46.9万人次，

同比增长38%。由此可见，随着超大规模滑雪场消费需求

潜力不断释放，冰雪产业呈现势不可挡的增长趋势。万科

松花湖度假区发展优势主要在于：1）在内容营造和产品规

划方面，打造最佳客户体验。总体规划与布局思路是“滑

雪场+度假酒店+度假小镇+滑雪学校”。借鉴北美著名度

假村的成功模式，小镇中心涵盖多种业态满足游客一站式

度假生活需求。度假区根据不同客群设计针对性的产品，

在滑雪票务、酒店、赛事、餐饮、教学、冬令营等需求上满足

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针对普通体验者和初级学习者，

推出滑雪娱雪一日游产品，开展滑雪冬令营、中小学生冰

雪研学体验等活动，积极推动青少年及儿童上冰雪，2017

－2018年雪季接待儿童滑雪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60%。2）

丰富有趣的精彩活动，积极推进全民上冰雪。为前来体验

冰雪之乐的游客带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赛事和主题活动。

通过全新的雪场、时尚的青山客栈与麦罗公园，还有众多

趣味比赛，以及度假区内精细化的管理与服务吸引滑雪发

烧友和体验游客。3）推动冰雪产业融合发展，京吉携手助

力北京2022。万科拥有北京延庆石京龙滑雪场、吉林松花

湖度假区两地冰雪资源项目，以京吉两地资源为纽带，加

强两地优势资源互补，联合打造京吉冰雪赛事IP，推动两

地冰雪资源联动，促进冰雪产业发展及多领域合作（孙承

华 等，2016）。可以说，“冰雪+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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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互利共赢”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撑。

3.4 市场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动力

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空间，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

式，在推动产业间融合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技术融合、

产品融合及企业融合均是以市场融合为导向的，是市场选

择的结果。市场融合有助于模糊产业之间的边界，增强产

业间关系，产生良好的传导效应。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

增强了市场供给能力，促使产品与服务产生新市场需求，

新的市场需求反馈又反之促进产品的创新与供给，促使产

业间融合发展出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推动产业融合在更

广的范围内出现。冰雪旅游市场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在交

易过程中各种经济行为与经济关系的总和。在此过程中，

消费者对冰雪的需求与对旅游产品需求的改变产生新的

消费需求，产业经营者针对消费者的新需求及时创造出新

型产品，增加产品新功能，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在“需求

—供给”中优化冰雪旅游产业结构，增强市场有效供给，以

此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并且随着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原有经营模式将受到新型融合产品的挑战，

经营的观念、目标、方法均随之创新发展。2016年世界单

板滑雪赛北京站运用“滑雪赛事+现场音乐会”的商业模

式进行赛事营销。在第一届反季光猪节暨单双板大回转

比赛中，参赛者可以穿戴喜爱的服装参加比赛。赛事主办

方采用“滑雪赛事+服装秀”的营销模式进行赛事推广活动。

首届“乐滑”巅峰滑雪大奖赛赛事主办方将比赛地点设在

商场和演出场地，运用“VR+模拟滑雪”的比赛方式进行赛

事推广。可以说，滑雪赛事采用赛事与其他主题活动结合

进行营销的商业模式，对于增加滑雪赛事收入、丰富赛事

形式、扩大滑雪赛事影响力及吸引广大游客参与等方面具

有积极推动作用（孙承华 等，2017）。

综上所述，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技术、

产品、企业、市场4种融合路径进行业态创新，新型冰雪旅

游产业融合业态的发展与创新是优化冰雪产业与旅游产

业结构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是延伸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价

值链、提升产业价值的内在需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是建

设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的重要阶段，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对于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休闲体育需求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促进冰雪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对于二者当前发展具有较强的时

效性与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理论基础上对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其融合

机理进行了归纳，认为产业关联是产业间融合的基础和前

提，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新业态，产业融合是产业新价

值的增长点和动力源。然后就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的动力机制从技术创新原动力、政策导向助推力、消费需

求拉动力及新业态蓬勃发展驱动力4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最后，就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路径机制从产业组成

要素的结构性变动过程，结合实证归纳总结出了技术、产品、

企业、市场4种企业融合路径。旅游消费需求日益“新、奇、

特”的市场结构高级化趋势与冰雪“参与性、体验性、时效

性”的市场供给特征，呈现出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在消费

“需求—供给”上的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态势，极大地拉动了

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并表现出旅游消费结构由观光型初级

需求向体验型高级需求的转型升级。

4.2  建议

冰雪旅游产业是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产

物，为有效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在其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注

重以下4个方面：1）要继续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促进

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资源市场优化配置，推动“冰雪+

旅游”或“旅游+冰雪”产业融合发展。2）要注重政策文件

的落实，通过有效落实具体与务实的政策，推进冰雪旅游

产业在财政、税收、土地、就业、信息化及标准化建设等政

策的可操作性与可实施性，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发展冰

雪旅游产业。3）在政府的体育管理机构或旅游管理机构

设立发展冰雪旅游的组织领导部门，同时所属企业根据冰

雪旅游的开发程度与实际情况，调整组织结构，并可设置

专门业务部门，以有利于政策的落实与产业融合发展。4）

要加强冰雪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冰雪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既懂冰雪又懂旅游的专业人才，尤其是产业策划与运营管

理人才，可在体育院校（系）或旅游院校（系）开设相关课程，

培养相关方向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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