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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四川省旅游业营销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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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互联网＋”背景下,四川省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四川省旅游业营销
策略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四川省现如今旅游营销策略,探讨了四川省旅游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四川省旅游业营销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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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for Tourism Marketing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Mengdi Li Jun L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Sichuan's tourism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Sichuan's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y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y in Sichuan province,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Sichuan tourism marketing, and proposes the Sichuan provincial tourism market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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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著名的旅游资源大省,旅游

下简称《报告》)显示,到2021年6月截止,

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由此孕育而生。新

资源极其丰富,具有基数大、种类齐全、

中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较2020年12月

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提

分布广泛、品质好等特征。近年来,随着

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互

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新媒体的发展大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四川省旅游业

联网发展重心从“广泛”向“深入”转

致分为3个阶段：精英媒体、大众媒体和

抓住机遇,积极利用互联网各个平台用

换,各项网络应用,让人们的生活更加高

个人媒体。如今,个人媒体在中国得到良

不同的方式进行营销。但在许多方面仍

效便捷。

好的发展,人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

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利用好“互联网

1.2“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的传播者。“互联网＋”背景下,传

＋”这个背景,关系到能否更快实现四川

“互联网+”的概念最早被于扬在易

统媒体的影响力逐渐降低,新媒体以个

省政府“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和世界

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2020

性化、受众广、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发

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

布及时和传播速率快等特点继而成为人
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1 互联网现状分析

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

1.1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

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

2 旅游营销发展趋势

中国从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因特网

势。
“互联网+”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

2.1传统媒体下的旅游营销策略

开始,目前经历了三次互联网发展大潮。

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式,通俗来

卢姆斯顿(Lumsdon)提出旅游营销

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从四大门户网

说就是“互联网+传统行业”,其为我国

是：
“旅游营销指旅游产品或旅游服务的

站到搜索网站的变化；第二次发展为搜

经济高质量发展及经济转型提供了强大

生产商在识别旅游者需求的基础上,通

索到社交化的网络；第三次从PC端到移

的内驱力。

过确定其所能提供的目标市场并设计适

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的第4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
20

1.3“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行业
的崛起
随着数字化、多媒体、网络等最新

当的旅游产品、服务和项目,以满足这些
市场需求的过程。” 相较于新媒体而言
的传统媒体下的旅游营销是依靠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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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户外灯牌等来宣传旅游地或旅游产

据《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

人们对四川除热点旅游目的地之外的自

品。传统媒体具有严谨性、权威性、深

短视频平台活跃用户达8.8亿人次。在短

然风光进行讨论,四川理塘走进大众视

刻性及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等优点,但此

视频平台更多的旅游资源被人们看见,

野。热点话题有助于四川省更多的旅游

模式传播范围小、费用高、互动性差。

四川省积极在短视频进行营销。

资源被人们看见,网友的讨论也可以作

2.2“互联网＋”背景下旅游营销观
念的发展变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旅游业向网络化、

3.1.1拍摄或直播各个旅游景点
以2021年8月30日为例,四川文旅在
抖音平台直播的达古冰川雪景观看人次

为营销的另一途径。
3.2.2通过网站发布资讯
无论是四川文化和旅游资讯网

智能化、无线化靠拢,旅游营销策略也发

达2.8万。除官方账号外,四川省各个市、

(www.tsichuan.com)还是各种专业旅游

生了极大地改变。旅游营销策略呈现出

县、区积极在短视频平台营销。直播和

网站(如：去哪儿网、携程网、驴妈妈)

成本低、难度低、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拍摄视频是营销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

都能看到各种资讯。专业旅游网站不仅

参与对象广等特点。首先,旅游营销组

通过视频使旅游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有

设置有天气信息、美食介绍和当地风俗,

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仅可以营销原

大致的了解,并且视频宣传较为真实。

更有旅行博主发表旅游日志以供参考。

有的旅游产品,还能为新的旅游产品出
现提供条件。其次,扩大了营销渠道的同

3.1.2利用“明星效应”增加了四川
省更多景点的知名度

这些旅游信息为游客旅行游览能否顺畅
和满意打下重要基础。

4 互联网背景下四川省旅游营
销中存在的问题

时,也扩大了销售渠道。最后,旅游结束

2020年11月11日,一则丁真微笑的

后可以利用网络对旅游消费者的满意度

短视频,将这个四川少数民族男孩带进

进行调研。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

大众视野,也让人们了解到除了热门景

4.1地方旅游网站内容单一

+”背景下,旅游营销可以贯穿整个旅游

点以外的地区。这与短视频平台的用户

通过搜索引擎查找四川文化和旅游

过程。

以青年为主有关,人们多追求美好的事

资讯网时,相关词条较少,推广少。进入

物,年轻偶像或正能量明星,在营销宣传

网站后,我们可以看到该网站分类清晰,

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将内容分为：悠闲好光景、文艺慢生活、

2.3“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的发
展对旅游营销策略的影响
2.3.1新媒体的发展对旅游营销的

3.2旅游信息发布渠道多样

吃货藏宝阁、街巷故事汇四类。除此之

目前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通过传统

外,点击图片能够自动跳转到四川文旅

(1)旅游营销方式更加多元化。利用

搜索引擎、专业网站、景点自建网站或

厅公众号与图片相对应的文章上来。但

微博、知乎、微信、短视频平台等各个

自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来

该网站设计单一,仅有图片和文字介绍、

平台进行不同方式的营销,多元化的营

了解四川省相关旅游信息。多样化的搜

信息大同小异,对旅游消费者的吸引力

销方式使得旅游产品或旅游目的地更快

索方式为旅游消费者寻找合适信息提供

低；另一方面,目录搜索栏不够明显,不

地被人们所熟知。(2)旅游营销的传播效

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营销渠道。

便于搜索。

积极影响

率得到提高。旅游企业可以在不同平台

3.2.1利用微博平台营销热点话题

4.2微信平台营销投入少

同时投放旅游营销方案,新媒体传播效

微博2020年用户发展报告显示,微

在腾讯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未经审

率高、可共享的特点,极大地提升了旅游

博月活跃用户达5.11亿,用户多为年轻

核综合业绩及年度经审核综合业绩中

营销的传播效率。

群体为主。微博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

称,12亿用户使用腾讯提供的服务,每天

大量的讯息,有利于热点的传播。微博营

超 1.2 亿 用 户 通 过 朋 友 圈 来 分 享 生

销能够更好地传递价值观念、提高互动

活,3.6亿用户通过公众号来获取信息,

2.3.2新媒体的发展对旅游营销的
消极影响

率、降低人工成本。有助于政府和企业

超4亿用户使用小程序。作为人们日常必

乏深刻性、权威性和严谨性,营销内容的

将旅游产品迅速地推广到全国各个范围,

要的社交软件,四川省旅游业的营销仅

真实性易受质疑。其次,低门槛、低成本

增强旅游品牌或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停留在微信公众号对旅游景点的介绍

的特点使得旅游信息真假不一,对旅游

开通官方账号进行宣传。如“四川

上；其次,由于营销投入不足,智游天府

营销有一定的阻力。这使得在做旅游营

文旅”、“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等

小程序也被埋没其中,旅游消费者对其

销方案时要更加注重对平台的审核。最

一系列官方宣传账号,这些账号运营内

不了解,仍多选用专业旅游网站。

后,新媒体时代,个人可以根据喜好定制

容多以科普、景点介绍为主,生活互动话

4.3互联网各平台定位模糊

自己需要的新闻,这为旅游营销时的市

题为辅。

四川省在各个互联网平台运营账号

首先,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缺

场划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3 “互联网+”背景下四川省旅
游营销现状
3.1积极进行短视频营销

利用热点话题吸引讨论。云合数据

齐全,但对于平台的定位模糊,因而难以

显示,丁真爆红后与之相关微博热搜达

实现精准营销。微博作为社交媒体,以年

140余条。其中,“四川为了丁真有多努

轻人为主,但微博营销内容不符合年轻

力”话题更是冲上热搜第一。由此引发

人审美,导致主流账号互动率低；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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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官方账号视频没有细分且单一,缺

街巷故事汇分类外,可增加旅游提示、

也要做好对旅游消费者的沟通与维护。其

少创意；微信平台便于沟通,但对于公众

天气信息等。对于这些信息要及时更新,

次,利用好旅游消费者熟人关系,进行二

号的运营仅停留在景区介绍的文章推送,

确保内容的时效性,从而方便用户。

次宣传。

没有起到沟通互动的作用。
4.4互联网各个平台缺乏合作

5.1.2提升用户体验感
图片单一,跳转文章很大程度上影

5.4实行全员营销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站上

四川省在各个平台积极宣传优质旅

响了旅游消费者的使用感受。结合视可

“舞台”,四川省要积极进行全员营销。

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促进四川

视化产品,增加用户对产品的体验感。对

首先,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引导旅

省经济的发展。但总体来看,各个账号和

于景点的介绍可增加三维全景,让游客

游景区或优质旅行博主进行优质创作,

平台之间缺乏统一管理,定位模糊,营销

浏览的同时增加其真实性。

并对其加以组织管理,形成合力。其次,

质量参差不齐,不利于四川省旅游形象的

5.1.3设置意见箱

政府和企业可以筛选优质博主、视频达

打造。各自分散的宣传,不仅为营销工作

通过意见箱了解用户对网站及对旅

人进行合作,为其进行引流,提高账号影

增加了负担,也不利于营销体系的建立。

游目的地的意见或建议,不断提高服务

其次自媒体时代,个人的力量也不

水平,为用户提供优质信息。

响力。
5.5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容忽视。许多优质博主、短视频达人的

5.2加大微信平台营销力度

宣传也能对四川省旅游产业起到宣传作

智游天府小程序为旅游消费者提

关键是要加强对从业者素质培养。
“互联

用,甚至影响力超过官方运营账号。但政

供四川全省文化、旅游及公共服务三大

网+”背景下,从业者除了具备旅游营销

府与个人缺乏合作,致使四川省旅游营

类17项服务。其中,“安逸游”、“安逸

知识外,还有具备互联网技术等多方面

销成果受限。

住”、“安逸吃”、“安逸买”功能,使得

的知识。政府、企业可以进行对人才的

4.5专业人才不足

四川省“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的

联合培养,通过研修班、探讨会的形式,

提高四川省旅游业旅游营销水平的

“互联网＋”背景下,旅游营销并不

口号落到了实处。智游天府小程序内容

确保每一个被培养对象各类技能都能够

局限于传统营销或新媒体营销,它需要

完备,但推广力度不够。首先,对微信朋

得到提升与锻炼。对于某些专业人才可

涉及网络技术、旅游以及市场营销等多

友圈进行广告投放,增加曝光度。其次,

与高校联合或签订协议,不断储备人才。

方面的知识的人才来支持其发展。目前,

互联网的虚拟社交与现实朋友圈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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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将神话故事与四川省的旅游资源

5.1.1丰富网站内容

相结合拍摄视频,增强视频的趣味性；其

网站要做到简洁美观、突出四川省的

次,可以通过直播来展示旅游目的地的。

地方特色的同时也要优化网站内容。除悠
闲好光景、文艺慢生活、吃货藏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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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为热点提供了传播途径,简洁

微信平台作为沟通互动平台,公众

[3]谷峰.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及前景分析[J].营销界,2021,(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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