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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现象。“体旅文商农”

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化是“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的技术逻

辑，资产通用性增强和产业创新升级是“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的产业逻辑，需求结构的高

级化和市场需求复合化是“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的需求逻辑。研究基于政府规制视角，提

出“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产业政策激励机制与消费需求促进机

制三大主要作用机制，以及创新组织机构设立模式、创新政策指导、创新人才机制、创新实

践载体、创新服务平台五大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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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tourism, culture,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s a new trend
and phenomenon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inner logic of integrated de‐
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culture,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lies in tha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are the technical logic of integr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asset
commonality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are the industri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advanced demand struc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demand are the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ree ac‐
tion mechanisms: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ial policy incentive and consump‐
tion demand promo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five optimization paths which are innovate orga‐
nization establishment mode, innovate policy guidance, innovate talent mechanism, innovate
practice carrier and innovate service platform.
Keywords: convergence on sport and tourism; convergence on sport, tourism, culture, com‐
merce and agriculture; inner logic; action mechanism; optim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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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现象。目前，在国内

体育、旅游、文化、商贸、农业五大产业发展实践中，两者或三者融合发展的现象屡见不

鲜，衍生出各类产业区、产业园、特色村、特色镇、综合体等新的产业融合形态，但“体旅

文商农”五大产业之间是否能够融合发展，政府该如何推动其融合发展，却鲜见相关研

究。基于此，在回顾相关文献与政策的基础上，探究“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内

在逻辑、政府规制视角下的作用机制以及优化路径。

1 文献综述

1.1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与依据

Benner等（2013）把产业融合定义为两个或多个相对独立产业之间的产业边界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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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过程或现象。针对“体旅文商农”产业之间两者或

三者融合发展现象，学者提出了“体旅”“文旅”“文体旅”

“文商旅”“农文旅”等一系列相关概念。杨强（2016）将

“体育旅游”界定为一种具有体育产业特点和旅游产业特

点的创新型服务业业态。贺小荣等（2019）将“文化旅游”

定义为以观赏、体会传统文化、历史遗产、特色建筑等为

主要目的的旅游类型。张文建（2011）认为，农业旅游是

农业与旅游业交叉重合形成的一种新型业态，是二者融

合的结果。尹宏等（2019）认为，“文体旅”产业融合的实

质在于三者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协作共生的过程，导

致产业附加值的提高。梁峰等（2016）认为，“文商旅”产

业融合是指三者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产业链

为抓手实现交叉融合，形成资源与市场共享、产业链共存

共荣的新格局。邱婧佩等（2019）指出，“农文旅”一体化

是依托农业所呈现出的三者之间相互渗透、交叉的新兴

产业业态与创新商业模式的变化过程。

可见，学术界对其内涵的认识较为一致：在内外部要

素影响下，“体旅文商农”各产业之间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和

边界的束缚，形成的新业态与变化过程。当前，学者们对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本研究

将其界定为：体育、旅游、文化、商业、农业等相关部门或产

业于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部门或产业边界模糊甚至

消失的过程和现象。这不是产业间发展的趋同化现象，只

是两个或多个表现相对独立的实体渐渐发生交叉与渗透，

相对整合的趋势（Kim et al.，2015）。

1.2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与机制

目前，对产业之间的融合模式分类，由于划分标准不

统一导致融合模式的多样化差异。体旅融合模式有延伸

式、互补式和嵌入式 3 种（冯欣欣 等，2017）。文旅融合模

式有文化旅游圈融合、文化旅游节庆与会展推广、项目开

发融合及文化旅游产品创新吸引等（张海燕 等，2013）。

农旅融合模式有旅游业与农业相互融合、农业旅游反哺

旅游业和农业、农业旅游带动城乡一体化、农业旅游多元

素之间融合创新等（林茜，2015）。文体旅融合模式有产

业重组、产业渗透、产业延伸和一体化发展 4 种典型模式

（尹宏 等，2019）。体旅文商融合模式有渗透型、交叉型和

重组型 3种（李进军，2018）。

规章制度、技术发展、市场机制、消费升级等通过互相

协同、协调互补、改革创新等方式促进“体旅文商农”产业

不断融合发展。体旅融合机制包括消费需求升级及市场

竞争激烈的内部动力和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及

政府鼓励的外在动力（李伟 等，2016）。农旅融合机制包括

农业旅游融合创新业态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村建设

作用的内生动力，以及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旅游产

业发展的战略导向、旅游产业向新领域的延伸拓展、政府

政策法规的极力推动的外生动力（蒋淇，2017）。金媛媛等

（2016）认为，文体旅融合的外部动力机制在于市场需求、

政府政策和技术革新，内部动力在于企业对环境依赖的减

少与竞争优势的获取。尹宏等（2019）提出，文体旅融合的

要素渗透、业态耦合、资源共享、市场叠加、规制创新等作

用机制。梁峰等（2016）认为，文商旅融合发展是基于一定

的资源基础与市场环境，所出现的不同类型的集聚平台。

1.3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对“体旅文商农”融合发展路径与对策的探讨主要集

中在政府、企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刘晓

明等（2014）认为，体旅融合发展中，政府要注重规范治理

与引导促进，企业要进行战略与管理的创新。张瀚月

（2018）认为，湖北省文体融合需要通过技术、标准、规划、

市场与业务五大方面进行融合。尹宏等（2019）认为，促

进文体旅融合的主要路径在于以产业生态为特色推动融

合，以业态融合为宗旨融通体育与文化，以产品创新为方

向升级文化旅游，以赛事资源为核心发展体育旅游。杨

海峰（2018）提出，利用文创产业和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来

促进“体旅文商农”产业的融合发展。

综上，学者们通过不同视角探讨了“体旅文商农”两

者或三者之间融合的内涵、模式、机制、路径等问题。由

于旅游产业和商业极强的经济属性，注重经济效益，而体

育产业、文化产业、农业供给均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这使“体旅文商农”五

大产业融合的难度更大，需要解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面对这一跨界难题，缺乏相互

联系的组织机构参与是很难有效解决此类复杂的公共问

题的（珍妮特·V·登哈特 等，2016）。因此，必须发挥政府

作为“元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去协同治理各相关产业和部

门。目前，我国“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还处于起步

阶段，各界对其“为什么要融合”“该怎样去融合”等认识

尚待明确，亟需政府对融合的主体、客体与形式等进行合

理的制度性安排。当前，学术界已经从政府层面对“体旅

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杨海峰

（2018）认为，政府提出的鼓励文创产业和田园综合体的

举措能够促进“体旅文商农”产业的融合发展。陈藻

（2019）认为，日本政府通过 6次产业化促进“体旅文商农”

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

2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2.1 技术逻辑：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化

2.1.1 技术创新丰富融合内容要素

在知识外溢背景下，使最初不同产业发展所依托技

术平台越来越能够通用，对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Bornkessel et al.，2014）。以区块链、大数据、5G 等为

代表的新一代技术赋予“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新动

能与新机遇。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融合发展新业态，如

3D高清虚拟现实地图为智慧旅游提供了多种功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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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新平台，如

人工智能小镇通过新一代信息科技联结体育产业、文化

旅游、生态农业、社区商业等，产生迭代升级效果，同时智

慧化的配套设施实现管理精细化与系统化、产业生态化

与高端化、服务的便捷化与普惠化，丰富了“体旅文商农”

产业融合的内容要素。

2.1.2 技术标准化搭建融合支撑体系

共同的技术标准有利于为“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提

供支撑体系。一方面，技术标准能保证在环境不断变化背

景下企业与组织沿着预期生产标准执行和操作。相关部

门制定以技术为支撑体系的“体旅文商农”新业态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后，生产便有了参照依据。此外，还为

使用同一项技术标准的机构提供进入“体旅文商农”产业

融合领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

展受到同一技术标准约束，最终构建出规模更大的融合系

统，况且原有价值链并未因融合而遭到破坏，此类互补型

模式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融合环境支撑体系（Bornkessel et

al.，2014），这也为更多非企业性质的机构（如体育事业部

门、文化事业部门等）进入融合系统提供了便利性。

2.2 产业逻辑：资产通用性增强与产业创新升级

2.2.1 资产通用性的增强

奥利弗·E·威廉姆森（2002）提出了专用地点（场所）、

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与特定用途资产 4种资产专

用性的类型，但是“体旅文商农”资产有关的地点（场所）、

实物资产与人力资产等都有资产通用情况出现。在地点

（场所）和实物资产方面，比如体育馆（场）、特色乡村、商

业综合体、文化活动中心等既能满足体育、文化、旅游的

需求，也能促进农业、商业等发展。在人力资产方面，特

色小镇的体育赛事、民俗文化、旅游服务、商业配套等供

给都存在“体旅文商农”产业人才的互哺效应。其实，“体

旅文商农”资产通用性的增强主要是由于资产逐步柔性

化和模块化的缘故，如田园综合体在规划时考虑了除农

业之外的旅游、商贸、文化、体育等多功能、多业态发展需

求，极大降低了转为他用时的转换成本，增强了资产通

用性。

2.2.2 产业创新升级的诉求

产业创新升级是“体旅文商农”从初级形态向高端形

态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农业

从原始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在产

业属性方面，“体旅文商农”都具有满足消费者精神层面

需求的潜力，供给对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与交叉，彼

此之间极易产生跨界融合现象。林海等（2018）认为，文

体旅等相关行业延伸与重组，达到复合发展，最终促进业

态的升级换代。付颖（2018）提出，农业转型升级要挖掘

农业价值，跨产业边界联动发展，延伸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另外，“大体育”“大文化”“全域旅游”等从侧面体

现了“体旅文商农”产业拓展和交融的趋势。因此，融合

是对“体旅文商农”产业为达到业态创新和升级换代的发

展诉求进行的回应。

2.3 需求逻辑：市场需求的复合化与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2.3.1 市场需求的复合化

人的需求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等特点，随着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大众需求层次得以提升，市场需求的复合化

日益凸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说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限于物质文化方面，

还体现在运动、休闲、娱乐、健康等诸多方面。随着居民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闲暇时间逐渐增加，消费者已经转

变为注重整个消费过程的体验，表现为不同的品种、层次

和形态的需求（陈畅 等，2010）。因此，集运动休闲、文化

创意、商业服务、旅游度假与田园风光等于一体的复合型

产品或服务才更能吸引消费者。

2.3.2 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沿着低级

别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过渡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与

尊重需求，最后才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依据这五大需

求层次划分出 5种不同的消费市场类型（表 1）。

基于此，消费者需求高级化就是从基本的物质需求

开始，逐步向文化追求、情感表达与宣泄、精神体验与享

受等方面的需求过渡。需求高级化促进消费结构也随之

高级化，导致服务性消费占比不断攀升。我国近年城乡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消费支出发生转向，服务消

费增长势头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体育、旅游与文化等服务

消费十分活跃（裴长洪，2019）。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

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表明我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体旅文商农”产业层面的消

费更多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服务消费，其消费潜力必将

进入一个快速释放时期。

3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

3.1 规制维度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规制研究主要包括规制

手段、规制方向和规制对象三重维度。其中，政府规制手

段维度由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构成，政府既可以通过配

表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应的消费市场类型

Table 1 Consumer Market Types Corresponding to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需求层次

生理

安全

社交

尊重

自我实现

消费市场

最低需求层次

对“安全”有要求

对“交际”有要求

对产品有与众不同要求

对产品有自己判断标准

消费特征

只要求产品具有一般功能即可

关注产品对身体的影响

关注产品对交际形象的影响

关注产品的象征意义

拥有自己固定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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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制、审批制、核准制、备案制等对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

进行直接干预，也可以利用行政指导、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关税保护、出口退税等间接诱导手段促进融合发展。

政府规制方向维度由激励和约束构成，政府既可以建立

科学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促使其致力于技术融合探索和业态融合创

新，亦可以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对企业的生产资质与落后

技术、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等进行反向约束和限制。政

府规制对象维度由供给和需求构成，其目的是保护企业

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是供给主体，负责生产融合型

产品，消费者是需求主体，参与融合型产品的消费，政府

通过作用于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从而对融合产生深刻

影响。

3.2 主要机制

3.2.1 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基础，通过企业技术创新所

产生溢出效应对“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很强的

激励作用。其中，政府规制技术创新激励融合发展体现

在技术赋能产业、研制新技术标准及限制与禁止使用落

后技术等方面（图 1）。

1）在技术赋能方面，通过强化政策扶持技术研发、研

制生产技术标准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及技术落地应用等

举措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健全体育科技创新体系、推进体育科技平台项目应

用落地，增强体育科技体系支撑。《“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提出构建科技、体育、医疗、文化、旅游、农业、商业

等健康领域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推进健康领域标准与

国际接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整合国内外体育科

技领域的资源优势，搭建跨越不同行业、部门、学科与地

域的体育综合型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2）在研制新技术标准方面，通过培育紧密联系的科研

机构、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政产学研公共服务平

台等机构，促进技术创新。此外，政府部门公共数据中心也

可以为融合提供间接的数据支撑。2012—2018年，我国共

颁布了 30 多项相关政策，促进了数字政府大数据的大发

展，2018 年我国数字政府大数据已达 47.44 亿元的规模

（国际数据公司，2019）。成都采用“智慧绿道”项目，从

“体旅文商农”五大产业方面为消费者、企业组织和政府

部门提供智能、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陈藻，2019）。

2019 年，体育旅游与文化大数据研究中心在上海体育学

院成立，有利于融合发展的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推进标准

制定与检查评估等工作。

3）在限制与禁止使用落后技术方面，通过强制性标

准的严格实施、推荐性标准的大力提倡和技术商用牌照

的谨慎发放等手段淘汰落后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2017修订）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生产的产品、

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其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通过法律法规的监管与控制，促使相关企业

改善技术设备和加强技术创新。

3.2.2 产业政策激励机制

政策激励是指政策直接或间接对企业和组织进行引

导和鼓励，促使业态的融合升级和资产通用性的增强。

政府通过政策激励促进业态转型升级、资产通用性增强

及产业环境优化，从而促进“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

（图 2）。具体而言，产业政策激励机制促进“体旅文商农”

产业融合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制定政策激励市场主体培育与传统产业升级。近

年，一系列鼓励“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陆续

颁布，增强了政策的扶持力度（表 2）。《体育产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指明要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养老、旅

游等融合发展。政策一般还包含了金融、土地、财政等方

面的支持，为融合发展提供保障。近年，在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发展中，以体育旅游为代表的新服务业态发展迅速，

2017年新兴服务业态吸纳从业人口为 18 251人，产业增加

值达 40.03 亿元，占体育服务业增加值的 20.62%，成为新

兴体育产业发展中贡献最大的一类（李颖川，2019），促进

了产业融合主体培育和传统产业升级。

2）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特色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

体、体育综合体等载体的资产通用性，间接促进“体旅文商

图1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Figure 1.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wi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Tourism，Culture，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图2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激励机制

Figure 2. Incentiv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Tourism ，Culture，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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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业融合。如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挥其资产通用性强

的特殊优势，带动体育、旅游、文化、健康、商业、养老、农业

等多元业态在镇域范围共生发展。《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年）》提出“确保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符合开放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反映了国家

鼓励发挥“体旅文商农”资产的通用性，促进共享发展。

3）健全“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营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融合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定位不

准、产业融合不够、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亟需颁布市场治

理政策，规范市场秩序。2019 年，四川理塘通过“五节合

一”的政策，将理塘赛马节、甘孜松茸美食节、理塘第三届

仓央嘉措诗歌节、理塘商贸节及甘孜州农特产品产销对

接会整合，为“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进行了有益探

索。江苏省体育局联合省内多家单位签署《联合打造体

旅融合示范基地》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太极拳文化发源地

焦作市开展合作交流，为开拓“以体促旅”新模式提供支

持。成都为了推进世界文创名城、世界旅游名城、世界赛

事名城与国际美食之都、国际音乐之都、国际会展之都的

“三城三都”建设，形成了以体育为推手、以旅游为载体、

文化为灵魂、以商贸为依托的治理体系，为成都“体旅文

商农”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2.3 消费需求促进机制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

要不断增加的重要举措。从需求侧来看，群众消费需求

的方向引导与持续拉动是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因，政府建

立消费需求促进机制不断推动消费升级（图 3），即主要通

过 3个方面来刺激消费需求，使其不断迈向高级化和复合

化，间接影响“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

1）政府制定直接的激励政策刺激“体旅文商农”消费需

求升级，从而增强群众的消费需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能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试点示范工作，主

要是为了刺激乡村农业结构的综合升级与促进乡村文化、

休闲、体育、旅游、健康、商业等复合消费需求的增加。《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

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要求达到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

费提质扩容、消费新模式快速形成与农村消费梯次升级等

目标，涉及领域与“体旅文商农”产业紧密相关。

2）政府通过创新制度设计间接刺激“体旅文商农”消

费需求的提档升级。王晶（2019）认为，只有消除城乡二

元制度限制，通过生活保障、教育补贴与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优化创新间接刺激消费需求的

不断攀升。如山东省以《山东省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工作

方案》为指导，建立了省、市、县、乡、村的“五级联动”乡村

表2 近年国家推动“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法规

Table 2 National Policies/Regulations 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Tourism，Culture，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时间

2013年4月

2016年7月

2017年5月

2018年2月

2018年9月

2019年1月

2019年8月

发布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农业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办公厅

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推动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

（2019－2020年）》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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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体育与文化、养老、教育、健康、农业、林业、旅游、

商业等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运动休闲与旅游、文化、养老、教育、健康、农业、林

业、水利、通用航空、交通运输等业态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支持盘活闲置农房等农村闲置资

产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

养、体育等深度融合

推动商贸物流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发展，促

进体育与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融合发展

推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养老、健康、教育、互联网、金融

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体育消费新业态

丰富体育文化、体育旅游、运动休闲乡村等消费新空间

图3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消费需求促进机制

Figure 3. Consumption Demand Promo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Tourism，Culture，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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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体系，加大资金扶持、强化队伍建设与创新管理

服务等措施，加快推动乡村“体旅文商农”消费的提档升

级。2019年 12月，《海南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

案》提出推行全岛旅游商务消费一卡通、带薪休假制度，

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等制度创新举措，在政策助推

下，海南产业消费空间不断拓展，消费业态持续升级，培

育出“国际骑游文化节”“小小航海家训练营”“帆船游学

夏令营”等广受欢迎的融合产品和“海南亲水运动季”“克

利伯环球帆船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环海南岛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等标杆赛事。

3）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和引导，遏制扰乱消费市场

秩序的不良行为。亟需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培养理性的

消费需求和健康的消费观念，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消

费氛围。《海南省儋州市文化体育领域诚信红黑名单管理

办法》提出通过“诚信红黑名单”的监管制度引导体育文

化领域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营造

健康的消费环境。《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 2020年

文化旅游市场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持续在全省开展文

化旅游市场整治行动，逐步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2020

年 7 月，珠海制定了《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市场信用

监管分级分类制度（试行）》，拉开了创新市场监管理念，

督促企业诚信守法，改革监管体系的序幕。

4 “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创新“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组织机构设立模式

传统组织机构的设立是为了监管产业分立的市场发

展格局，但难以适应和满足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体

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客观需要。梁爱云（2015）认

为，传统规制机构对于新的产业发展环境较难适应。考虑

到“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牵涉众多的发展目标，有必要优

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创新跨界治理的组织机构。如鼓

励成立“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委员会和协同发展联

盟等。虽然我国已经设立了文化和旅游部，但“体旅文商

农”产业融合还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农业农村部等诸多构成部门与关联机构，可以尝试通

过文化和旅游部牵头主导调整相关组织机构设立专门的

委员会，作为融合发展的常设管理机构，主要监管“体旅文

商农”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的制定、技术标准的执行、实施意

见的发布以及协调各类相关资源等。此外，还可以组建

“体旅文商农”产业协同发展联盟，执行规章制度的发布、

融合发展基金的创设、融合科技的补贴、数据平台的构建、

融合模式的宣传等职能，更好地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4.2 创新“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指导

政策是政府规制产业发展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一种手

段。当前，相关部门颁布的大部分政策均含有产业融合发

展的基本内涵，但缺乏对“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提出

可操作强的指导与实施方案。建议以“体旅文商农”产业

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作为参考依据，基于技术、产业与需

求 3 个层面发布“1＋4＋N”的制度性政策文件。“1”即通

过国务院颁布“关于推动‘体旅文商农’融合发展的实施意

见”的总体规范性文件，基于跨产业、跨部门视角梳理五大

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融合模

式、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推进机制和组织保障等重要内

容。“4”即以国家体育总局、文旅部、商务部和农业农村部

4 个部门为主，会同相关部门（住建部、财政部、国家发改

委、生态环境部等）制定和颁布“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

展与各个部门密切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引导企事业单位开

拓融合发展的业务领域。“N”即由国务院其他各部委就具

体执行“关于推动‘体旅文商农’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而

颁布的有关政策。

4.3 创新“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人才机制

“体旅文商农”融合发展是一项周期较长、涉及面广、综

合性强的系统工程，亟需大批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扎实专

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相关人才主要通过培养与引进两种

方式得以实现。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方面，首先，要发挥高

校与科研院所人才培养的优势，加大融合人才的培养力度。

目前，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开设与“体旅文商农”复合型人才

相关的专业与方向，后续教育部门应该进一步调整专业与

研究方向，增设“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的专业与方向。其

次，筹办全国性的“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创新与创业设计

大赛，选拔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创业团队，扶持相关创业计

划进行孵化。在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方面，主要引进国内外

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等部门中在“体旅文商农”领域经验

丰富的顶尖人才和专家团队，组建“体旅文商农”融合发展

的人才智库，并为其增设绿色通道，在奖励补贴、住房保障、

组建团队、孵化项目、医疗保险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政策优

惠，有利于形成技术、政策与人才的协同效应。

4.4 创新“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载体

实践载体创新是把“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示范的实践项目当作主要对象，引导更多的企业或组织

进入融合创新的行列。目前，我国还处于“体旅文商农”

产业融合的初级阶段，创新实践载体对于政府认定与推

广融合试点示范的实践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资

本运营方介入提供参考依据。在实践载体融合创新方

面：1）“体旅文商农”主题小镇：以“体育＋旅游、文化、商

业、农业”为主要模式，以体育企业或组织为融合主体，以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综合体等为

基础，建立健全旅游设施、文化活动、商业服务、农产品服

务等配套设施，以体育为核心拉动旅游、文化、商业和农

业的发展；2）“体旅文商农”旅游线路：以“旅游＋体育、文

化、商业、农业”为主要模式，以旅游企业或组织为融合主

体，以旅游线路为基础，在观赏旅游景点的过程中适当增

加户外探险、冰雪运动、自行车运动等体育项目、遗产探

寻等文化项目、小商品服务等商业项目及农产品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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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项目，为旅游者提供综合型体验；3）“体旅文商农”街

区：以“文化＋体育、旅游、商业、农业”为主要模式，以文

化企业或组织为融合主体，以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

名人故居等为基础，利用空间转换的功能融入体育运动、

景点旅游、商品零售、农业观光等相关元素，以文化带动

体育、旅游、商业、农业的多元化发展；4）“体旅文商农”综

合体：以“商业＋体育、旅游、文化、农业”为主要模式，以

商业企业或组织为融合主体，以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

商业城等为基础，利用资产通用性融入体育运动、特色旅

游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与农产品等相关元素，让消费者感

受“体旅文商农”的魅力；5）“体旅文商农”村寨：以“农

业＋体育、旅游、文化、商业”为主要模式，以农业企业或

组织为融合主体，以农业产业园、农业示范基地、田园综

合体等为基础，借助农业发展的地域优势融入体育运动、

旅游产品、文创产品与零售商品，以农业推动体育、旅游、

文化和商业的协调发展。

4.5 创新“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是为促进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价值互动所

产生的机构，二者通过服务平台实现信息、金钱、商品与

服务的交换。对政府规制层面而言，服务平台的创新是

指借助互联网平台，促进产业供给者、技术创新者及资本

拥有者三者间的互动，为“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业态发

展服务。主要涉及 3 个方面：1）以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为基础构建“体旅文商农”大数据应

用服务平台，经过数据的长期跟踪、监测与分析后建立专

项数据库，实时发布融合发展的重要数据，促进融合业态

的快速发展；2）建设“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业态项目的

一站式孵化平台，利用项目公开招标、“体旅文商农”产业

融合 IP 的孵化及创意创新创业活动等手段，发挥政产学

研用一体化联动的优势，推动融合业态的生产者与消费

者的良性互动；3）创建“体旅文商农”产业融合发展的科

技服务平台，利用服务技术升级、对接技术应用与推广技

术标准等途径推动融合业态的生产者与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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