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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导向下县域产业升级路径探索

———以武隆县为例

杨　梅，刘佳杰，任广鹏

（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基于全域旅游的视角，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武隆县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与三次
产业的关联性。根据产业关联度，并结合武隆县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武隆县包容性产业升级

的建议和措施，为探索全域旅游导向下的县域包容性产业升级路径提供了有效的科学依据和实

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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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是关

键。近年来，中国已经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

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２０１７年中

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７．９％、４０．５％、５１．６％，这

说明三次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水平显著

提升。虽然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发

展，但依然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比如结构优化程度

不高，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

尤其是第一、二产业的效率和层次都较低；第三产

业的国际市场容量偏低等。因此，我们认为中国

的产业升级不能单纯追求此（第三产业）起、彼（第

一、二产业）减，主导产业带动下的一、二、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才是关键。新常态下，中国要大力发

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其作为支柱产业的带动

作用。同时，注重传统产业内部的提质增效，通过

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

展到集约发展转变，完成单个产业的内部升级，强

化传统产业对第三产业的支撑作用和基础作用。

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单元，研究县域

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可以从微观到宏观，从

局部到全局探索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战

略。本文以重庆市武隆县为研究个案，在全域旅

游战略导向下，探讨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县域经

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旅游 ＋”、“＋旅

游”的三次产业内部的提质增效，这对于探索新常

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１　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学术界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状况的看法

尚未达成一致，形成了３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

观点。

第１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产业结构与

经济增长速度不相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高，

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仍然相对偏低。

第２种观点：以李纲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

中国第二产业的比例较经济发展同时期的发达国

家相对偏低，指出制造业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产业

升级的方向和产业政策的着力点［１］。十九大报告

中也强调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

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第３种观点：不能放弃第一、二产业。比如吴

敬琏［２］指出“第一、第二产业效率的充分提高，是

发展第三产业的必要条件”。刘青林等［３］的研究

表明，中国产业升级应持续做大优势产业组合的

规模，做强高技术级别的优势产业，不主动放弃传

统低技术的优势产业。

国内外专家都肯定在产业升级中需要发挥主

导产业的带动作用。主导产业具有较高的创新能

力、增长率及较强的带动能力［４－５］，对经济结构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６］。选择产业链较长，产业关联

度高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才能带动区域内相关

产业的发展［７－８］。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正在成为融合

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其关联产业达 １１０

多个，不仅促进和带动了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农

产品和工业品的开发、生产、消费和升值，也带动

了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大发展［９］。充分发挥旅游

业的主导作用，对于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１０－１３］。２０１３年，厉新建等［１４］

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全域旅游的概念，并构建

了“四新”、“八全”的全域旅游发展框架。２０１５年

８月，王杏丹［１５］首次明确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战略，

指出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对一定区

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等

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从而实现区域资

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建立

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

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随后，张辉等［１６］认

为全域旅游的核心不在“全”而在“域”，并认为全

域旅游的发展需要通过完备空间域、产业域、要素

域和管理域来实现。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指导下的旅游化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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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而这种推动

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优化产业结

构。通过“旅游＋其他产业”，形成新业态，以其他

产业助推旅游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上规模；第

二、三次产业内部提质增效。产业结构优化势必

会导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二产业比重下

降，因此可以通过“第一、二产业＋旅游”的发展方

式，改变相关产业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单一的经营

渠道，提高经济效益。但是，现有的文献更多的是

从理论层面定性地研究全域旅游中旅游业的主导

作用，缺乏定量的分析方法，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

性不足。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

用灰色关联法研究了武隆县旅游业与三次产业之

间的关联性，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

的建议，以促进武隆县产业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２　武隆县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分析

　　武隆县作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县，

２０１６年的三次产业总产值分别是２１５６５４万元、

５７３８７９万元、６６６５９７万元，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

是１４．８％、３９．４％、４５．８％。其中，旅游业是武隆

县无可争议的主导产业，２０１６年武隆县旅游总收

入７５１６２６万元，占全县ＧＤＰ的５１．６％。

２．１　旅游业与三次产业关联度分析

本文收集了武隆县近１３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

三大产业和旅游业的实际数据，利用灰色关联法

对武隆县旅游发展与国民经济产业之间的关联度

进行实证分析。以旅游收入（ｘ０（ｋ））为参考序列，

以第一产业增加值 （ｘ１（ｋ））、第二产业增加值

（ｘ２（ｋ））、第三产业增加值（ｘ３（ｋ））为比较序列

（见表１）。

对原始数据进行量纲为一化处理，这里采用

均值化法，将上表中每列数据除以其均值可得均

值化 序 列，其 公 式 为：ｘ′ｉ ＝
ｘｉ（ｋ）
珋ｘ１
，珋ｘ１ ＝

１
ｎ∑

ｎ

ｋ＝１
ｘｉ（ｋ）（ｋ＝１，２，…，ｎ），结果见表２。

表１　武隆县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原始数据

年份

旅游

收入

ｘ０（ｋ）／
万元

第一产业

增加值

ｘ１（ｋ）
／万元

第二产业

增加值

ｘ２（ｋ）／
万元

第三产业

增加值

ｘ３（ｋ）／
万元

２００４ ８２９８ ６５３８８ １０４３４５ ８６９６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２０２ ６９０２９ １２７４５９ １０２３０８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２０ ６４５５９ １５０５３７ １２０３９９

２００７ １６６５５ ７７８２２ １９３０６４ １２９４１８

２００８ １１００００ ８６９３３ ２４０６１０ １７０５７７

２００９ ２３１２００ ９４４４９ ２０２２４６ ２９５３０８

２０１０ ５００２００ １０７３２８ ２６６９５１ ３４９８７６

２０１１ ６５７２００ １３４６２１ ３１７６９５ ４１３５０８

２０１２ ８１０１００ １５０５５９ ３７５５９８ ４５７８７１

２０１３ ５１３０８７ １６１２６３ ４３１３８９ ４８６４３６

２０１４ ５６６４４８ １７０７９０ ４８１０２９ ５４８０３０

２０１５ ６５３４３６ １８６６１１ ５２６７９８ ６００５８６

２０１６ ７５１６２６ ２１５６５４ ５７３８７９ ６６６５９７

　　资料来源：根据武隆县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计算整理。

表２　武隆县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无量纲数据

年份 ｘ′０（ｋ） ｘ′１（ｋ） ｘ′２（ｋ） ｘ′３（ｋ）

２００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５３６３ ０．３３９８ ０．２５５３

２００５ ０．０３０１ ０．５６６２ ０．４１５１ ０．３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５２ ０．５２９５ ０．４９０３ ０．３５３５

２００７ ０．０４４７ ０．６３８３ ０．６２８８ ０．３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０．２９５３ ０．７１３０ ０．７８３６ ０．５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０．６２０７ ０．７７４７ ０．６５８７ ０．８６７０

２０１０ １．３４２８ ０．８８０３ ０．８６９４ １．０２７２

２０１１ １．７６４３ １．１０４１ １．０３４７ １．２１４０

２０１２ ２．１７４７ １．２３４９ １．２２３３ １．３４４３

２０１３ １．３７７４ １．３２２７ １．４０５０ １．４２８１

２０１４ １．５２０６ １．４００８ １．５６６６ １．６０９０

２０１５ １．７５４２ １．５３０６ １．７１５７ １．７６３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８ １．７６８８ １．８６９０ １．９５７１

　　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绝对差值序列，
其公式为：Δｉ（ｋ）＝｜ｘ′０（ｋ）｜－ｘ′１（ｋ）!

，ｉ＝１，
２，…，ｎ，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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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比较序列ｘ′ｉ（ｋ）与参考序列ｘ′０（ｋ）的

绝对值差序列

年份 Δ０１（ｋ） Δ０２（ｋ） Δ０３（ｋ）

２００４ ０．５１４０ ０．３１７６ ０．２３３０

２００５ ０．５３６１ ０．３８５０ ０．２７０３

２００６ ０．４９４３ ０．４５５１ ０．３１８３

２００７ ０．５９３６ ０．５８４１ ０．３３５３

２００８ ０．４１７７ ０．４８８３ ０．２０５５

２００９ ０．１５４０ ０．０３８０ ０．２４６３

２０１０ ０．４６２５ ０．４７３４ ０．３１５６

２０１１ ０．６６０１ ０．７２９６ ０．５５０２

２０１２ ０．９３９９ ０．９５１５ ０．８３０４

２０１３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５０８

２０１４ ０．１１９８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８８３

２０１５ ０．２２３６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０９１

２０１６ ０．２４９０ ０．１４８７ ０．０６０７

　　根据表３的差序列数据，得到各比较序列与

参考序列各点对应差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即

最大绝对差值和最小绝对差值。

Ｍ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Δｉ（ｋ）＝Δｍａｘ＝０．９５１５

ｍ＝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Δｉ（ｋ）＝Δｍｉｎ ＝０．００９１

　　然后，求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系数，其公

式为：

ε０ｉ（ｋ）＝
ｍ＋ρＭ
Δｉ（ｋ）＋ρＭ

表４　关联系数序列

年份 ε０ｉ（ｋ） ε０２（ｋ） ε０３（ｋ）

２００４ ０．４８９９ ０．６１１２ ０．６８４１

２００５ ０．４７９２ ０．５６３３ ０．６４９９

２００６ ０．４９９８ ０．５２０９ ０．６１０６

２００７ ０．４５３４ ０．４５７５ ０．５９７８

２００８ ０．５４２７ ０．５０２９ ０．７１１７

２００９ ０．７６９９ ０．９４３７ ０．６７１４

２０１０ ０．５１６８ ０．５１０８ ０．６１２７

２０１１ ０．４２６９ ０．４０２３ ０．４７２６

２０１２ ０．３４２５ ０．３３９７ ０．３７１２

２０１３ ０．９１４０ ０．９６３３ ０．９２０９

２０１４ ０．８１４１ ０．９２９３ ０．８５９５

２０１５ ０．６９３３ ０．９４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６６９０ ０．７７６４ ０．９０３９

２．２　计算结果

运用灰色关联度公式：

γ０ｉ＝
１
ｎ∑

ｎ

ｋ＝１
ε０ｉ（ｋ），ｉ＝１，２，…，ｎ

根据表４的关联系数计算出武隆县旅游业与三次

产业的关联度如下：γ０１＝０．５８５５，γ０２＝０．６５１１，

γ０３＝０．６９７４。由此可见，γ０１＞γ０２＞γ０３，武隆县旅

游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关

联度最小。

３　武隆县全域旅游导向下包容性产业升级
路径探索

　　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这１３年里，武隆县旅游业与

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这与近年来武隆县对第

三产业的大力投资建设密切相关。武隆县旅游市

场的扩大离不开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住宿餐

饮业、金融保险业等服务性行业的快速发展，但是

关联度值仅为０．６９７４，这就说明武隆县旅游业与

第三产业内的其他行业融合度不足，还需要进一

步探索“旅游＋第三产业”的新业态发展模式。武

隆县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仅次于第三产

业，为０．６５１１，比第三产业低０．０４６３，这也说明

旅游工艺品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中的重要

行业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力度还有待加强。武隆

县第一产业与旅游业关联度最低，说明武隆县的

第一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不高，生态农

业旅游、观光农业旅游等“旅游 ＋农业”的模式探

索不够深入，资源利用不够充分，发展有些滞后。

因此，基于武隆县在全域旅游发展中遇到的产业

融合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１７］。

３．１　强强联合，发挥组合优势

武隆县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旅

游业与第三产业内的其他行业强强联合、融合发

展，不仅对第三产业具有扩散效应，还会扩大第三

产业的市场，而第三产业介入旅游业则会促进旅

游业发展，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近年来，武隆县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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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导产业，带动了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文化

产业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结合，比如印象武隆、仙女山啤酒节、仙

女山冰雪童话季等活动能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增

长。因此，需要深入挖掘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融合发展模式。具体包括两种模式：

１）文化产业吸纳旅游产业后提质增效，即

“＋旅游”模式。武隆县可以依托当地的传统文

化，打造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不仅

可以在园区内展览各式各样的传统艺术品和工艺

品，还可以举办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传统民俗表

演。园区本身就是一个旅游景区供游客们参观游

览。此外，武隆县需要深入挖掘当地的民族文化

和地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文博会

展、体育赛事、茶道文化等新型文化业态，增建博

物馆、非物质文化体验馆等文化设施，推动文化产

业园区建设，进而促进旅游产业向文化产业渗透。

２）旅游产业吸纳文化产业后提升发展，即

“旅游＋”模式。武隆县旅游产业吸纳文化产业的

融合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如仙女山啤

酒节、印象武隆、仙女山冰雪童话季等，但是部分

融合模式发展后劲不足，建议深入发展文化旅游

演艺和虚拟动漫两种模式。

首先，继续办好“印象武隆”等旅游演艺节目，

积极培育实景演艺业，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

结合，不断开拓文艺展演的新业态，进一步提升旅

游演艺节目品牌；其次，以旅游景区为依托，利用

数字技术（如 ＶＲ技术），将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

产品中，形成新的旅游模式。

３．２　强弱融合，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虽然武隆县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

小，但是第一产业效率的充分提高是发展第三产

业的必要条件。农业与旅游业相互渗透，相互融

合，不仅有利于转变传统农业的增长方式，促进农

业提质增效，还可以丰富旅游资源类型，创新旅游

产品体系，扩大旅游市场，强化旅游产业优势效

应，促进旅游产业更快更好发展。武隆县农业与

旅游业融合发展存在两种模式：

１）以旅带农，即“农业＋旅游”模式。武隆县

可以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大力发展集休闲、观光、

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示范园区，因地制宜，打

造休闲农庄、农业生态园区、“趣味体验农业”主

题农园、茶园等产业园以及特色农家民宿，发展种

植养护、捕捞垂钓、生态修复等新业态。借助农业

会节、田园景观等资源搭建农业旅游平台，依托当

地的生态环境，大规模种植玫瑰、牡丹等花卉以及

猕猴桃、李子等水果，推出赏花季、采摘节等各类

体验活动。深入挖掘武隆县特色农业文化，举办

各类关于农耕文化的民俗表演，申办大型农产品

博览会，建立农业博物馆、农产品展览馆等。

２）以农促旅，即“旅游 ＋农业”模式。首先，

充分利用农业资源，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包装，将其

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类旅游商品，并

对原有的旅游商品体系进行大力创新。深入挖掘

当地农业文化和民俗风情，将传统的农耕文化融

入旅游演艺节目，催生出新的旅游演艺产品和项

目。其次，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延长农产品加工全

产业链，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形成服务于旅游业

的完整农业产业链和农业企业集群。再者，通过

设计趣味多样的农事体验类旅游产品来拓展旅游

活动内容，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休闲体验

的需求。最后，还可以让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业人员提供旅游接待服务，从而拓宽农民的收入

渠道，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３．３　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

武隆县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介于一产

和三产之间，尽管武隆县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

但依然是推动武隆县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部门。

近年来，武隆县对于推进新型工业化，优化工业产

业结构，实现工业效益提升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旅游业的介入，只有工

业和旅游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才能实现两大产

业的协同发展，互利共生。基于此提出了两种融

合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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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业 ＋旅游”发展模式。武隆县可以树

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装备制造、清洁

能源为主导，小微企业为补充的新型产业体系，并

结合新型工业体系，引进一批技术密集型高科技

企业、传统工艺类型的知名品牌企业等，建设集工

业生产、观光、体验、研学等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在园区内可以建设高新技术产品体验

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平台、创客空间等。利

用工业遗产遗址修建工业博物馆，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此外，还可以积极申

办工业博览会等大型工业会展活动。

２）“旅游 ＋工业”发展模式。武隆县应当因

地制宜地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形成服务于旅游

业的制造业产业链和制造业企业集群，打造具有

特色的旅游装备，比如仙女山滑雪、登山装备制

造；利用工业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性的工业类旅

游商品，加强工业旅游商品在档次、包装、形式等

方面的开发设计，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制定统一

的旅游产品质量标准等；根据市场需求，针对不同

工业企业的特点，在旅游过程中巧妙地引入一些

参与性的活动内容，并利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或者

数字技术，用虚拟的方式带给游客真实的体验，可

以让游客参与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或者让游客提

出建议或自己来组装产品等，满足游客求知、娱乐

的体验需要。比如，在服装厂可以让游客自己设

计、试穿，在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让游客体验高新技

术产品等；开展不同主题的工业旅游，比如针对学

生可以开展以研学或择业为主题的工业旅游，针

对研究机构、政府单位可以开展以调研考察为主

题的工业旅游，针对退休职工可以开展以“怀旧”

为主题的工业旅游等。

４　结论与展望

旅游业是武隆县的主导产业，武隆县要进行

资源整合和产业项目打造，以全域旅游的视野推

进其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形成具有区域

特色的旅游形态，把产业特色转化为旅游优势，推

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产业内部提质增效，促

进武隆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介于旅游业与

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大小往往与地区产业结构相

关，在全域旅游导向下，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武

隆县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性，得出结论：旅游

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高，与第一产业的关联

度最低。提出了武隆县包容性产业升级路径的发

展模式，即在全域旅游战略指导下，找准第一、二、

三产业在产业升级中的定位，抓强扶弱，分步走。

首先，强强联合，三产“＋旅游”上规模，服务现代

化，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产业

结构。其次，强弱融合，农业和旅游业互利共赢，

一产增值，实现新型农业化。最后，第二产业“＋

旅游”出产品，制造业服务化。充分发挥旅游业的

拉动力、融合能力及催化、集成作用，引领区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

本文运用空间理论对武隆县产业结构发展趋

势作出定量化的预测及其模型建立，可以拓展全

域旅游导向下产业升级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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