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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Decelerating growth and slight fluctuation of  global tourism economy  

全球旅游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 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3.1%之后，预期将在接
下来的两年里减速，2019和2020年分别为3%和2.9%。 

      Global Economy Growth: 2018, 3.1%；2019, 3%；2020, 2.9% 

 

 

 
• 全球：将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半年前的3.9%下调至3.7% 
      World: Forecasted Growth rate of 2018 and 2019, lowered from 3.9% to 3.7% 
• 美国： 2018年经济增速预期维持2.9%不变，2019年增速从2.7%下调至2.5% 
      USA:   2018, 2.9%; 2019, lowered from 2.7% to 2.5% 
• 欧元区：2018年增长预期由2.2%下调至2.0%， 2019年预期维持1.9%不变 
      Euro Area: 2018, lowered from 2.2% to 2.0%; 2019, 1.9% 
•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估大幅下调 
      Emerging Economies: lowered significantly  

来源：IMF&W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WB） 

全球经济处于高速回落进程 



P A G E  4 
全球旅游总人次及其增速（2006-2019） 

2018年全球旅游总人次达121亿人次，增速为5.0%，与上年相比增速下降0.7个百分点 

In 2018, the global total tourist arrivals exceeded 12 billion,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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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旅游总收入达5.34万亿美元，增速为3.1% 

全球旅游总收入及其增速（20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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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8, the global total tourism revenue reached 5.34 trillion USD,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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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速与全球旅游总收入增速的差距逐步缩小 

全球旅游总收入与GDP增速  

The gap between GDP growth and global tourism revenue growth gradually nar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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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次达12.79亿，增速渐趋稳定在

4.0%左右。 

全球国际旅游人次增长趋势（2006-2019） 

全球国际旅游收入增长趋势（2006-2019） 

2018年，全球国际旅游收入达到1.59万亿美元，增速达

3.1%，实现连续四年增长。 

In 2018,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s around the world 
reached 1.279 billion, with the growth rate gradually 
stabilizing at around 4.0%  

In 2018,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venue reached 
USD 1.59 trillion with an increase of 3.1% and achieved 
four consecutive years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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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国内旅游人次达108.2亿，增速达

到5.1%。 

全球国内旅游人次增长趋势（2006-2019） 

全球国内旅游收入增长趋势（2006-2019） 

2018年全球国内旅游收入达3.76万亿美元，增

速为3.1%。 

In 2018, global domestic tourist arrivals reached 10.82 
billion, with a growth rate of 5.1%. 

In 2018, the global domestic tourism revenue reached 
3.76 trillion USD, an increase of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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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 
The obvious trend of tourism differentiation in the five major regions 

五大区域旅游差异化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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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Total Tourist Arrivals and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World  

五大经济区域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占全球比重 

    欧洲、亚太、美洲接待在全球旅游格局中呈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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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Inbound Tourist Arrival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World  

五大经济区域入境旅游人次占全球比重 

    欧洲接待入境旅游者超过总人次的50% 

欧洲：入境旅游高地，入境旅游收入全球占比下降 

Europe received  50%+  of all inbound tourists 
 



P A G E  12 

Shares of Inbound Tourism Revenue in Different Regions to the World  
五大区域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球比重 

    欧洲入境旅游收入在全球入境旅游总收入中占比下降 

欧洲：入境旅游高地，入境旅游收入全球占比下降 

The proportion of Europe’s inbound tourism revenue in the world continues to decline. 



P A G E  13 

Growth Rates of Domestic Tourist Arrivals in Different Regions  
不同区域国内旅游人次增速(2016-2019) 

就国内旅游人次而言，亚太地区高速增长 

Shares of Inbound Tourism Revenue in Different Regions 
 to the World  

不同区域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球比重 

亚太入境旅游收入在全球占比上升 

亚太：国际国内双增长，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最高 

In terms of the growth rate of domestic tourist 
arrival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s far ahead of 
other regions.  

The proportion of inbound tourism revenue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global inbound tourism revenue is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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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旅游经济成为旅游发展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地区 

Proportion of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Different Regions to Regional GDP (2005-2019)  
五大区域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地区GDP的比例（2005-2019） 

亚太：国际国内双增长，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最高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top region by proportion of tourism to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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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The consist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tourism in the two types of economies 

两类经济体旅游趋势渐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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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经济体旅游总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增幅逐渐趋同于发达经济体 

不同经济体旅游总收入增速变化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emerging economies has maintained steady growth, the growth rate gradually close to that of developed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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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s of Inbound Tourist Arrivals in Different Economies  
不同经济体入境旅游人次占比 

  新兴经济体入境旅游人次规模在全球占比逐渐上升，接近50%。 

Inbound tourist arrival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ccount for nearly 50% of the world’s inbound tourist 
arr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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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占比 

在新兴经济体中，金砖五国总人次和总收入占比分别达到79.7%和61.3% 
In 2018, the total tourist arrivals in the BRICS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79.7% of those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the BRICS accounted for 61.3% of that of emerging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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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体中，G7国家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所占比例均超过70% 

Among developed economies, G7 countries’ total tourism revenue and total tourist arrivals bot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70%. 

G7国家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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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V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20 countries 

T20国家旅游发展引人注目 



P A G E  21 旅游总收入排名前20国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2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3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4 日本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日本 日本 
5 英国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英国 英国 英国 
6 法国 法国 法国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7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8 印度 印度 印度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9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10 巴西 西班牙 巴西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西班牙 
11 西班牙 巴西 西班牙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12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13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14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韩国 韩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15 土耳其 土耳其 韩国 土耳其 泰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16 韩国 韩国 土耳其 泰国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菲律宾 
17 泰国 泰国 奥地利 俄罗斯 菲律宾 菲律宾 菲律宾 土耳其 
18 瑞士 瑞士 瑞士 瑞士 俄罗斯 瑞士 俄罗斯 俄罗斯 
19 阿根廷 瑞典 瑞典 奥地利 瑞士 俄罗斯 瑞士 瑞士 
20 瑞典 阿根廷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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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20 Countries by Total Tourism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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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国家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占全球之比分别高于88%和78% 

T20 countries’s share to the world in terms of  total tourist arrivals and tourism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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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国家可分为三类：国内旅游驱动型、国际国内双驱动型和入境旅游驱动型 

T20  count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inbound-driven tourism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ual-driven tourism 
countries, and domestically driven tourism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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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V 
International cities as the main destinations for inbound tourism  

国际城市是入境旅游的主要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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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城市旅游发展同样呈现三足鼎立格局 

International cit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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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VI 
Steady growth of Global tourism investment  

全球旅游投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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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旅游投资规模达9648.1亿美元，增速为4.8% 

In 2018, global investment in tourism reached USD 964.81 billion, with growth rate of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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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旅游版图中，亚太地区是旅游投资规模最大的地区，中东旅游投资增速最高。 

The scale of tourism invest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largest, and tourism inve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grows at 
the fastest rate.  

Investment Scale of Tourism in Different Regions (2018) 

不同区域旅游投资规模（2018） 
Growth Rate of Tourism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不同区域旅游投资增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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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VII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tourism sectors 

旅游三大细分行业各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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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  
OTA  

主题公园 
Theme park 

邮轮 
Cruise  

集聚化 
 

Agglomeration 

 
 

智能化 
 Intelligence       

规范化 
Standardization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规模化 
Scale   

科技化 
 Technology  

 

IP 
IP  

集中度高 
 

Concentrating 

 
客单高 

 
Customer expenditures       

粘性高 
High viscosity  

 
 

重心东移  
Going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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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VIII 
Transport promotes tourism: connection of infrastructure 

交通促进旅游：设施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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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驾驶推动旅游市场增长 
Autopilot has driven tourism market growth 

• ETC的应用促进旅游出行便捷 
ETC application has made tourism more convenient 

• 电气化加速旅游业的技术创新 
Electrification has expedite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tourism sector  

• 共享出行开创旅游新模式  
Shared mobility has opened up new tourism mode  

• 旅游交通一体化程度加深  
Tourism-transport integration has dee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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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X 
Payment remodels tourism: connection of transaction 

支付重塑旅游：交易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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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支付发展迅猛，打破了信用卡的主导地位 

In the global e-commerce market, electronic payment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brok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redit cards.  

全球支付方式比例现状及预测 



P A G E  37 2013年至2019年全球电子支付和移动支付的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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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American Tourists’ Preference for Travel Booking Platforms  

美国游客旅游行程预约平台占比 
 

中国旅游者海外支付方式占比 
Proportion of Overseas Payment Methods of Chinese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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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X 
Tourism marketing driven by innovation：connection of emotion  

旅游营销创新：情感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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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技术开启旅游
目的地营销新体验    

Virtual technology creates a new 
experience in tourism destination marketing  

• 精准营销提升目的地
营销效果和转化率 

Precision marketing improves destination 
marketing effect and conversion rate  

• 视频和内容营销 
提升目的地情感形象 

Video and content marketing enhance the affective 
image of destinations  

• 全产业链合作，打造
目的地联合营销模式 

Cooperation in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to 
create a joint marketing model for destinations  

• 影视营销构筑目的地感
知和情感记忆 

Film and television marketing builds destination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memory  

• 体验营销深化目的地要素
构成和产业组合 

Experiential marketing deepens the element 
composition and industrial combination of 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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