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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全球出境旅游，未来持续稳速增长

2017年世界旅游总支出为1.3万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了约940亿美元。中国继续

引领全球出境旅游，2017年在国际旅游上花费了2580亿美元，几乎占全球总支出

的五分之一，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亮点2018年版》

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3亿人次，继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

位。2018年上半年出境游人次达到7131万，同比增长15%。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8》

2018-2022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预测
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2018年上半年出境游增长势头强劲



Ø 千禧一代年轻客群成为消费主力，自由行不断攀升

根据数据统计，六成的出境旅游者是80后到00后；他们属于互联网原住民、依赖

智能手机完成旅游，自由行比例不断上升。

Ø 主客共享，优质服务和本地生活方式体验需求旺盛

旅游需求更趋多样化，目的地成为本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出国目的，也

从观光购物转向享受海外优质生活环境和服务，对体验当地生活方式的需求逐渐

增长。

Ø 通过技术创新扩大旅游供给，自助化智能化服务成大势所趋

目的地应提供更多让中国游客体验当地生活方式的旅游产品和有针对性的细节服务；

同时基于移动互联网和VR，AI等技术发展，对于数字技术 （如微信支付，智

能导游导览等）的应用，提供更多创新体验和智能服务，最贴切中国游客的习

惯和需求。

自助化智能化成为发展趋势，服务升级成关键要素

语言不通、流量不够、路痴成国人境外游三大窘境

中国出境游客年龄比例 服务细节更能赢得中国游客口碑

微信已成为中国出境游客必备
的通讯和社交分享工具



数字文旅——践行国家战略并带动全球经济发展

数字化程度

每提高10%

人均GDP

↑ 0.5%-0.62%

习近平提出——“数字技术应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广泛渗透进入公共服务、

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助力美好生活

数字中国    X     文旅产业

文旅产业 1.0
以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为依托

文旅产业 2.0

以创意、科技和品质提升为驱动

迭代升级

幸福产业

“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联合发布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 Aviation,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y》 

2016-2025年

旅游业的数字化将创造的价值

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产业

3050
亿美元

数字技术驱动全球经济复苏

党的十九大报告——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以互联网为基础，科技和文化为战略方向的全球化企业

AI

云 新文创

四大基础研究：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四大应用方向：游戏AI、社交AI、内容AI、安全AI

开放AI能力，赋能

合作伙伴

腾讯游戏、阅文集团、腾讯动漫、腾讯电竞、腾讯视频、

腾讯影业、企鹅影视、腾讯娱乐音乐……

利用互联网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海量数据

月活10.40亿月活8.05亿 月活6.03亿 月活2.57亿

领先技术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

开放生态

腾讯历经19年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市值位列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五

位列2018年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中全球第四，中国第一



腾讯文旅：聚焦“科技+文化+旅游”的融合创新落地

腾讯数字文旅四大体系

产业创新开放体系 全域智慧文旅服务体系 文创及IP产品孵化 海外数字化应用

开放腾讯资源，赋能文旅产业

“连接幸福产业新动能”

助力全域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

“一部手机游天下”

复兴中华文明，强化文旅融合抓手

“开启中国式优雅”

强化数字文旅的海外传播

“科技照亮诗和远方”

全球范围内积累了百余个 “互联网+旅游” 实践案例

腾讯公司优势资源平台

核心产品、专利技术、IP内容

国内文旅行业合作资源

旅游局、产学研机构、行业协会

海外数字化传播推广资源

各国旅游局、博物馆、文创机构



一部手机游天下的方法论和目标

S M A R 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将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智能科技应用于文旅

产业，推动升级发展

Stakeholders Marketplace Realign

关注旅游利益相关者

（游客、商户、企业、

政府、居民），匹配

全用户需求

渗透目的地场景服务， 

以文创和数字化文旅

助力目的地市场营销

推广

创新模式，调整融合

线上线下文旅产业，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以旅游切入，聚焦

“旅游tourism+文化

culture+科技

technology”融合

Tourism

Smart

全用户

渗透目的地市场

智能高效

线上线下融合

聚焦数字文旅

开心游

游客体验提升
游前、中、后服务无处不在

个性化全流程定制

智能推荐旅游方案

人脸入园、识景导览等AI能力

省心游

服务能力提升
吃、住、行、游、娱、购

规范的商家诚信体系

不良服务政府及时处理

无现金旅游

安心游

综合管理提升
全流程服务政府保驾护航

旅游安全+消费保障

投诉响应反馈体系

target



通过整合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目的地，政府，景区，游客等提供基于全
流程服务和管理的智慧旅游应用体系，推动旅游服务、旅游体验、旅游管理、旅游营销、旅游资
源利用、产业促进等方面的协同式发展。

腾讯全域智慧旅游服务体系，技术以人为本

地图导览

精准测绘｜定位优化｜数据重构
旅行说走就走

安全体系

网络|主机|数据|服务器|应用
腾讯七大安全联合实验室,全安全保障

智能客服

自然语言处理 | 知识库导入 
游客贴心管家，24小时提供贴心服务

云服务

高可用 | 弹性伸缩 | 深度定制和部署
腾讯20年技术积累，ISO27001:2013认证

互动直播

智能推荐

人脸识别

诚信体系

灵活接入 | 视频转码 | 百万并发 | CDN | 鉴黄
腾讯视频，视频云行业排名第一

精准推荐| 旅游标签|用户画像
结合腾讯用户数据，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

金融级人脸识别 | 刷脸入园 | 刷脸入住
智能算法和腾讯最真实场景的海量多媒体数据

数字身份 | 数字诚信 | 数据消费
腾讯征信数据和政府信用数据结合，重构诚信生态

城市名片

景点名片

餐厅

酒店

机票

厕所

导游

旅行社

直播

投诉

AI小云

找厕所

看直播

识你所见

买门票

景区导览

无感高速

智慧停车场

基础功能 旅游小程序

腾讯内部产品技术能力 政府资源打通结合 完备旅游解决方案







多业态合作

从景区智能设备部署

到商家诚信体系建设，

多方参与共赢

创新性旅游

刷脸入园、移动支

付、拍照识物、智

能厕所、景区直播

一站式服务

全程规划用户在滇

旅程，从机票、住

宿、门票到购物

权威平台

由云南省政府发

起，腾讯公司牵

头参与建设

让游客体验自由自在，政府管理无处不在

1 个云南省旅游大数据中心

2 大平台——综合服务平台（C端）
+综合管理平台（G端）

5 个运营支持体系

3 类旅游应用端口:

App：“一部手机游云南”              

   公众号：“游云南”

小程序：找厕所、看直播、识所见、买门票 、

AI导览、智慧停车、无感支付



投资国际化
以下及其他新兴技术

腾讯游戏国际化
腾讯游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战略投资与合作

微信国际化
    支持20种语言版本，
10亿月活跃账号覆盖200+个国家

腾讯国际化布局，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发展



WeChat连接中国游客与世界

为每年超过1.4亿的中国出境游游客
提供服务, 通过跟境外伙伴的合作，利用微信解决中国游客出境遇到的体验问题，

整体提升游客境外旅行体验。

腾讯云在海外的服务节点增至14个，截至今年7月微信的跨境支付业务支持的国

家和地区多达40多个，而且支持超过13个币种的直接交易。

外交部“12308”领事

保护小程序
联合荷兰皇家电信集团推出乐

游欧洲电话卡+小程序
支持全球77个机场，49家酒店的一键退税



做数字丝绸之路的文化新使者和翻译官

文化艺术智能导览产品-博物官，现已覆盖
全球200余家博物馆和艺术馆

通过先进技术以及腾讯文学、动漫、影视、音乐、游戏等内容形态，
与海外文化机构进行智能服务和创新体验。

腾讯文创海外展，促进多元交流，聚集全球创意

6月11日腾讯联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卢浮宫
启动2018中国式优雅-NEXT IDEA 文创设计大赛



l 海外智慧“城市行囊”项目，通过整合腾讯在媒

体宣传，产品服务，科技领先的整体优势，为游客

提供城市和服务的重要信息、图片、视频和地图导

游导览等全流程自助服务。

l 同时在创新功能层面360度全景照片集、AI识物，

数字博物馆，智能翻译和一键求助等，未来逐步增

加签证办理、外币兑换等，让中国游客在境外一机

在手，自由自在。

海外“城市行囊”项目，一键扫码游天下

“城市行囊”产品特色

Ø 微信产品覆盖基本所有中国用户和出境游客

Ø 无需安装，一码关注，全程相伴

Ø 功能强大丰富，满足用户各种痛点，可实现
多种商业业态，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应用



2017年9月19日香山峰会期间，腾讯公司与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赫尔辛基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共同打
造海外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目标成为数字城市的先驱，
更好的连接数百万中国朋友

为中国游客提供智能贴身服务，
为海外城市搭建数字桥梁

经过腾讯团队的考察调研，双方不到三个月时间的紧密配合和
开发，赫尔辛基“城市行囊”小程序与2月15日中国新年钟声敲响
之际，在赫尔辛基线下正式启动

同时通过内容营销和线下体验团等方式，全方位对赫尔辛基进
行城市品牌宣传

未来将继续推进智能交通，微信支付等多个功能迭代上线

同时与赛马湖区，芬兰航空进行战略合作

海外首个智慧城市试点，把赫尔辛基装进你的行囊



赫尔辛基“城市行囊”小程序介绍

不可错过

当地美食

地铁公交

智能翻译

活动日历

购物攻略

城市全景

一键求救

打造中国游客在赫尔辛基的本地化自助

化智慧旅游利器，集旅游，文化服务于

一体的全流程数字平台



内容营销+线下体验团，助力城市品牌宣传

WeChat

中国最大的新闻服务平台

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账户数10.40亿

中国领先的移动在线视频平台

腾讯全媒体平台+优秀自媒体代表+多样化内

容形式，给中国网友展现设计之都丰富精致

的风采，活动整体曝光率超5000万



未来海外数字文旅计划——文化无界，智享全球

“乐游欧洲go”
中欧旅游年官方小程序

一部手机游威尼斯

芬兰赫尔辛基
塞马湖区
芬兰航空

”城市行囊”项目全球推广
推动一部手机游天下的愿景

全球数字文博开放计划
做好文化的连接器，翻译官

全球合作伙伴计划
聚焦科技+文旅，共享数字发展机遇

加拿大温哥华
美国西雅图

新加坡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