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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ly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ly
effecting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t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industry, ecological tourism city has the necessity and specialty for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he Two. Based on the general overview of Integration of the Two of
ecological tourism city, the essay analyses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ion of the
Two of ecological tourism city, explores the dynamic diffusion mechanism, and offers system
guarante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logical c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dustrial and tourism at 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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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两化融合”发展的深化，“两化融合”对经济增长、产业结调整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旅游业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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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双管齐下的发展前提下，生态旅游型城市具有“两化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本文在对生态旅
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作一般概述的基础上，分析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发展现状，研究生态
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动力扩散机制，提出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以求实现生态旅游型城市生态环境
保护、工业与旅游业发展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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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概述
1.1. 生态旅游型城市的界定
目前，对于生态旅游型城市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概念界定，现有的文献仅对“生态旅游”和“旅游城
市”作了明确的定义。生态旅游的内涵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依据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旅游城市”的界定，旅游城市是指具备独特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资源等独特
资源，能够吸引旅游者前往，具备一定旅游接待能力，以景区景点为核心、以旅游产业为主体、旅游业
产值超过城市 GDP 的 7%的一类城市。综合“生态旅游”、“旅游城市”两个概念，本文界定“生态旅
游型城市”为：以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旅游资源，以旅游产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一类城市。例如桂林、
昆明等。

1.2. “两化融合”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2007 年 10 月党的“十
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促进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相互融合的简称，具体地说，是指运用
工业发展手段，将信息技术要素融入企业、行业、区域和社会中，以实现生产函数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配置改善和社会关系形态提升的过程，其特征是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一体化[1]。截止到 2011
年 4 月，我国一共拥有了 16 个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验区。

1.3.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必要性和特殊性
“两化融合”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产业调整升级的“助推器”，城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生态旅游型城市也不例外。本研究认为，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必要
性有两个方面。其一，“两化融合”是生态旅游型城市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生
态旅游型城市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发展，破解生态旅游型城市发展工业之难需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保
护型的工业化之路，而“两化融合”即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手段。其二，“两化融合”是建设智慧型生
态旅游型城市的必然选择。在全球信息化浪潮发展迭起之时，将生态旅游型城市建设成为智慧城市需要
推进和深化“两化融合”，进而稳固生态旅游型城市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产业地位。
“两化融合”内涵之一就是工业化，工业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业发展在生态旅游型
城市往往受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制约。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特殊性在于需要实现生态环境保
护、工业与旅游业发展的三位一体。

2.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现状分析
2.1.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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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选的 16 个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中，可以纳为生态旅游型城市的包括：青岛、昆明和桂林，
下面主要从这三个有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型城市的“两化融合”现状进行分析。
青岛市自入选为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以来，已建成家电电子、纺织服装、石化化工等 7 大产
业，培育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 6 个新兴产业，形成“7 + 6”的产业格局。昆明市国
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于 2013 年 4 月通过国家工信部验收组验收，这标志着昆明市的“两化融合”从
初级阶段从“深度融合”迈进。目前，昆明市顺利完成“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的任务，完善了两化融
合发展环境、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开展“两化融合”试点企业建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实现了对冶金、化工、装备制造、烟草等支柱产业的改造升级，信息技术改
造提升了昆明的传统产业，将通过“两化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原特色农业为
主体的具有昆明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桂林市自入选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以来，深入推进国家级
“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新增自治区级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 120 家，总数达 285 家，居全区第二位。
旅游、政务、公共管理信息化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行业信息化应用深度发展。全市移动电话、互联网
用户分别发展到 446 万户和 74 万户。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实施中小企业网上营销工程，着力发展以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大力推进“智慧城
市”和“宽带桂林”建设，搭建云计算公共服务、地理信息共享和视频资源管理三大平台。
由以上三个有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型城市的“两化融合”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大多数生态旅游型
城市的“两化融合”还处于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的初级阶段，表现为“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
务融合”[2]，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升级传统工业和特色产业，开发新的产品，开拓新的业务，“两化融合”
发展水平较高的生态旅游型城市，能够结合信息技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进入了“产业衍生”的发展
阶段。但是，大多数生态旅游型城市还未意识到，“两化”深度融合，并不仅仅是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
还应与旅游业、其他服务业、农业以及各产业链间的融合，而生态旅游型城市在两化深度融合的需求表
现得尤为迫切。

2.2.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和其他城市一样，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1) 对“两化融合”的认识和重视问题。对“两化融合”的认识和重视存在政府部门、企业间的不平
衡问题，某些政府部门认为“两化融合”仅是工信委的事，企业认为“两化融合”仅是政府的事，企业
与政府对“两化融合”的认识整体均有待提高。
2) “两化融合”人才和资金问题。大多数生态旅游型城市存在信息技术人才匮乏问题，这成为“两
化”深度融合的短板；“两化融合”资金短缺，仅靠财政专项拨款难以为继，“两化融合”的资金来源
单一，总量偏小，难以满足“两化融合”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3) “两化融合”的实施落地问题。大多数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实施手段、措施还不够，
对“两化融合”的宣传、培训力度不够，政策支持的普惠性不足，企业期待的“两化融合”税收优惠政
策不到位。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中存在的特殊性问题，即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发展方向问
题。目前，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仅局限于工业领域，没有意识到旅游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对生
态旅游型城市而言尤为重要，应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产业上下游链接效应，在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的同
时，与旅游业、其他服务业融合，从而实现生态旅游城市在“两化融合”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业与旅
游业发展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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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动力机制
与一般城市一样，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市场、企业、产业、政府五个
方面[3]，本文提出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五力模型，如图 1 所示，即信息技术渗透力、市场需
求拉动力、企业价值链重构动力、产业改造升级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引导力。其中，前四种力量是推进生
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内生动力，政府政策引导力则是外生动力。

3.1. 信息技术渗透力
信息技术的渗透，推进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已
渗透至全社会各个领域，生态旅游型城市也不例外，信息技术成为生态旅游型城市改造传统工业、发展
现代旅游业及新兴产业的核心驱动力。

3.2. 市场需求拉动力
市场需求拉动生态旅游城市“两化融合”。对于生态旅游城市而言，突出表现为旅游产品的信息化需
求、旅游酒店的信息化需求、旅游景区及旅游线路的信息化需求等，同时也表现为新型工业发展的需求，
市场需求成为拉动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直接动力，“两化融合”又进一步催生出新的市场需求。

3.3. 企业价值链重构动力
企业价值链重构推动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企业是“两化融合”的主体，企业为提升自身
竞争力，需要逐步提高信息化水平，信息化会逐步渗透进企业价值链的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重塑
或改进企业价值链，促进企业价值增值。

3.4. 产业改造升级动力
产业改造升级推动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信息技术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关键环节、
重点领域和骨干企业的推广应用，可以带动工业由数量规模型向品牌效益型、由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
由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转变，促进了产业协同和可持续发展，加快信息技术与生态旅游型城市工业与旅
游服务业产业融合。

3.5. 政府政策引导力
政府政策引导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按照美国“两化融合”的发展历程，信息化是在工业
化进程完成后进行的。而我国的一些生态旅游型城市工业化水平不高，信息化水平滞后，此时单纯依靠
信息技术渗透力

市场需求拉动力

生态旅游城市
两化融合

政府政策引导力

企业价值
链重构动
力

产业改造升级动力

Figure 1. The Five Forces Model: advancing “Integration of the
Two” of tourism ecological city
图 1. 推进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五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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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的前四种内生动力发展会相当缓慢，因而，需要加入政府政策的引导这一外生动力，优化
政策环境，进而推进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

4. 推进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保障措施
2011 年，国家工信部联合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商务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
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工信部联信(2011)160 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政策措施主要围绕两化融合
的深度推进机制、加大财政资金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4]，生态旅游型城市“两
化融合”的推进既要落实国家工信部的《若干意见》，又要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相
关制度，以促进本地区的“两化融合”。本文认为，推进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保障措施需着
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4.1.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评估标准建设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有其特殊性，评估标准建设应考虑信息化与工业、信息化与旅游业的
融合支撑度、贡献度等。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评估标准应尽早规定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
的水平评价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权重值，给出了两化融合指数计算方法。

4.2.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财政金融支持
目前，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各企业通过项目申报的方式申请工
信部“两化融合”的专项资金或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生态旅游型城市工信委应建立两化融合项目储备制
度，鼓励社会力量建设“两化融合”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为“两化融合”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同
时，银行应助力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项目。

4.3.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人才建设
人才和技术是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发展之根本，政府应依托企业、科研院所和地方高校等
培训资源，建立一批“两化融合”培训基地，培养“两化融合”所需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地方高校也
应相应调整和完善高校学科和专业设置，加强信息技术职业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信息化专业人才。

4.4. 生态旅游型城市“两化融合”的政策法规建设
生态旅游型城市推进“两化融合”应完善政策出台相关信息化条例，优化信息化发展环境，将信息
化纳入科学化、法制化轨道，为两化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例如考虑对企业在信息化的投入和产出效
益上进行返减税，对信息化服务平台和服务机构进行税收优惠或补贴，切实引导企业加快实施信息化战
略，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要鼓励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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