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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发展趋势研究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2/6206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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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与传统演出相比，旅游演艺有其独特的特点：游客是其主要依赖观众来源，进行长期的驻场
演出，演出地点大多在室外或旅游地的剧院中，演出时间基本都是在晚间游客休闲时段，演
出内容为旅游城市或景区的特色文化等。

国家层面行旅游演艺业相关政策
近些年来，为了促进及规范旅游演艺行业发展，我国陆续发布了许多政策，如2022年国务
院发布《“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适应大众旅游时代新要求，推进旅游为民，推动构
建类型多样、分布均衡、特色鲜明、品质优良的旅游供给体系，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
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提升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主题酒店、特色节庆展会等品质
，支持建设集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文化和旅游综合体。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22/12
-
“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促进旅游消费提质扩容。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强区域旅游品牌和服
务整合，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
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进红色旅游、自驾游、文化遗产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旅
游演艺等创新发展，提升度假休闲、乡村旅游等服务品质，完善海洋旅游、邮轮游艇、低空
旅游等发展政策。积极发展通用航空。
2022/11
国家体育总局等五部门
《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年)》
加速多行业多场景应用落地。面向规模化与特色化的融合应用发展目标，在工业生产、文化
旅游、融合媒体、教育培训、体育健康、商贸创意、演艺娱乐、安全应急、残障辅助、智慧
城市等领域，深化虚拟现实与行业有机融合。
2022/08
国务院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适应大众旅游时代新要求，推进旅游为民，推动构建类型多样、分布均衡、特色鲜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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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旅游供给体系，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提升旅游演艺、文
化遗产旅游、文化主题酒店、特色节庆展会等品质，支持建设集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于一
体的文化和旅游综合体。
2022/07
发改委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革命文物、红色遗址、世界文化
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城市规划建设，鼓励城
市建筑设计传承创新。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发展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和旅游演艺。
2022/06
文旅部
《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
培育新主体，推动民族地区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医药资源、特色节庆展会等传统商业
综合体转型升级，成为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文体商旅综合体。
2022/01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优化院校和专业布局，强化专业特色和时代特征。系统
推进文化艺术和旅游等相关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对接文化与旅游、信息技术、公共服务
等领域融合发展催生的旅游演艺、艺术设计、文艺策划、文化创意、数字文化、文化传播、
线上演播等相关新业态及新职业，覆盖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增加人才培养针对性。
2022/01
国务院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到2025年，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健全，旅游有效供给、优质供
给、弹性供给更为丰富，大众旅游消费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疫情防控基础更加牢固，科学精
准防控要求在旅游业得到全面落实。国内旅游蓬勃发展。出入境旅游有序推进，旅游业国际
影响力、竞争力明显增强，旅游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021/06
文旅部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与旅行社、旅游景区深度合作，参与制作运营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演
艺项目，设计运营主题化的旅游演出线路。引导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入驻大型商业购物中心、
主题酒店饭店.体育设施等场所开展驻场演出，打造一批文化演出与商业服务融合发展的新
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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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
文旅部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
培育发展新型巿场主体。支持建设集合歌舞娱乐、游艺娱乐、上网服务、小剧场、画廊画店
等多业态共同经营或混业经营的演艺.娱乐空间。推动文化和旅游市场融合发展。支持文艺
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与旅游景区、旅游饭店和重点旅游目的地加强合作，打
造一批具有示范价值和社会效应的旅游演艺项目。
 
部分省市旅游演艺行业相关政策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省市积极推进旅游演艺行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布了相关政策，如湖南
省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中提出要将湖南文化元素贯穿于旅游业发
展全过程，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支持创作一批反映旅游目的地红色历史.特色文化的文学影
视作品，支持在景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文化演艺活动，打造一批承载湖湘文化、湖湘精神
、湖湘价值的文化旅游精品。
省市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河南
2022/9
《设计河南建设中长期规划(2022-2035年)》
扩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黄帝千古情》等实
景演艺品牌影响，围绕中华文化符号创作一批经典实景演艺作品。依托郑州方特欢乐世界、
银基冰雪世界、建业电影小镇等主题公园，创作一批特色鲜明、门类丰富的主题公园演艺精
品。鼓励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博物馆等创作一批沉浸式旅游演艺产品。
陕西
2022/9
《西安市"十四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扶持500家旅游企业提供在线智慧服务。巩固提升旅游厕所服务质量管理水平。所有旅游景
区景点交通引导标识全覆盖。建设自驾车露营地15座。推出100条精品旅游休闲线路、200
个深度休闲打卡点。推进33个旅游休闲产业项目建设，创建60个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30
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0部旅游休闲演艺精品。
湖南
2022/9
《关于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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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湖南文化元素贯穿于旅游业发展全过程，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支持创作一批反映旅游目的
地红色历史.特色文化的文学影视作品，支持在景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文化演艺活动，打
造一批承载湖湘文化、湖湘精神、湖湘价值的文化旅游精品。
吉林
2022/9
《中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关于十一届省委第九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通过组织召开规划编制专题会、座谈会、专家研讨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将文旅融合作
为"十四五""编制规划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突
出省内红色旅游、冰雪文化、抗联文化、旅游演艺等资源整合，促进文旅融合向深度和广度
发展。
内蒙古
2022/8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规划》
打造一批文旅商体融合特色城市，推进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城市开展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试点示范。创新旅游产品体系，改善旅游消费体验。建设一批文旅产业集聚区，助力区域文
化和旅游一体化发展。推进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旅游演艺等创新发展，提升度假休闲
、乡村旅游等服务品质，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强化智慧景区建设。
北京
2022/8
《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4年)》
依托城市绿心歌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全面融入数字智能技术，推动全息影像、
增强现实、数字影音、5G+8K等技术与艺术演绎、图书阅读,文物展示等领域深度融合，打
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应用云展览、云观影、云旅游等数字化导览技术和全场景空间、三维数
字影像等，再造京杭大运河盛景。支持游戏、动画、影视、演艺等各领域的元宇宙内容制作
，推动虚拟人全场景应用、沉浸式观演等布局，快速发展一批特色化剧场群落和演艺车间，
推出沉浸式、互动式演艺业态，推广国潮消费内容，打造数字台湖演艺小镇场景。
重庆
2022/3
《重庆市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若干措施》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做优"山水旅游"品牌，推动红色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工业旅游、旅游
演艺等创新发展，策划十大自驾精品路线、自驾露营基地和自驾玩法体验推广活动。优化完
善疫情防控措施，鼓励公园、旅游景区、体育场馆、文博场馆等改善设施和服务条件，结合
实际延长开放时间。
吉林
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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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促进和规范文化市场新业态发展的意见》
鼓励文化市场新业态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消费提质增速,加大旅游演艺项目及具有地域和民
族特色创意文旅产品研发力度,推动线上消费、定制消费、智能消费等新消费方式发展，满
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在小剧场演出活动，要重点加强脱口秀、相声以
及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审核和现场监管。对旅游演艺以及在现场音乐厅
(LiveHouse)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动，要督促相关经营主体依法办理报批手续,确保纳入监管
视线。
云南
2022/7
《云南省促进消费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推动文化和旅游消费加快回暖。落实好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降低用电成本、金融信贷
支持等纾困扶持政策。加大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力度，组织开展"七彩云南等你来"、“云南人游
云南"等活动。鼓励旅游景区(点)、各级各类文艺剧团、旅游演艺企业等，采取团队游客、中
小学生优惠票价，老年人、残疾人减免票价等多种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需
求。加大宣传推介力度，高水准策划旅游宣传活动。
江苏
2022/7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丰富乡村演出业态。培育实景演出、红色演艺、乡风体验、民俗表演等一批乡村演艺项目。
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小型旅游演艺节目，发展乡村舞蹈、戏剧、曲艺、游艺、杂
技等业态,开发武术、舞龙、舞狮、锣鼓、乡歌、木偶等特色民俗表演项目。
陕西
2022/7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研究秦腔、陕菜、陕北民歌等文化品牌标准，完善旅游演艺、夜间综合体等标准，提高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标准化水平。提升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广告会展、数字文旅等
标准化水平，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标准，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四川
2022/7
《四川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
推动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实施文旅融合IP工程，推出一批旅游演艺项目，打造一批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基地、主题文博项目，创建一批国家(省)级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一批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旅游演艺行业发展趋势研究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2022-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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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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