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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山山会会盟盟成成旅旅游游业业转转型型升升级级新新引引擎擎

“O2O泰山会盟30人”发布泰山宣言

为为山山东东旅旅游游转转型型升升级级呐呐喊喊
大家一致通过“O2O泰山会盟30

人”泰山宣言：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家

园，是古代帝王封禅祭天、先民沟通
天地的文化圣山。今天，由中国旅游
协会、中国旅游报社支持指导，山东
省旅游局主办的“O2O泰山会盟”发
起的“O2O泰山会盟30人”在此揭晓，
来自线上旅游运营商、旅行社、景区、
酒店、教育，金融、投资等行业的领军
人物聚首泰山，就全面贯彻国务院

“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中国旅游
产业完成“互联网+”转型，实现“要以
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
消费搞得红红火火”宏伟目标，达成
如下共识，现郑重宣言：

会盟是古时诸侯间会面结盟、共
商大计的重要举措，是最早的合作联
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
时代，旅游产品与移动互联网具有天
然的耦合属性。云计算技术成熟，智
能终端全面普及，宽带网络快速升
级，使原本不可移动性的旅游产品，
特别需要游客实地参与和体验，尤其
离不开线下旅游企业的人性化服务。

“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打
造“互联网+旅游产业”的O2O模式，
从旅游企业的价值经济原点开始重
构企业的价值创造方式，进而完成中
国旅游产业的“互联网+”转型，是时
代赋予的重要使命。旅游O2O模式，
以旅游产品生产者为主要用户，通过
在生产、交易、融资和流动等各个环
节的互联网渗透，达到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加速资本流动、优化资源配
置等效果，推动旅游企业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实现企业虚拟化，促进自身
线上线下一体化，用交互方式圈住目
标客户群体，进而实现客户的持久忠
诚和持续消费，为旅游业转型升级提
供万里清风。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游客与游客
之间、游客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游客
与媒体之间高度互联，用户不再生活
在单一的旅游场景、时间场景、空间
场景、休闲购物场景、媒体场景，线上
和线下已经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分销

渠道，线上旅游预订、线下体验和个
性化服务将无法分割开来。以旅游
O2O为核心的中国旅游经济转型升
级浪潮正在迎面袭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
们相信，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通过全面的“互联网+”
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变价值创造和实
现方式，极大地优化旅游资源配置，
全面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快速调整和
转型升级，充分激发和释放传统旅游
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成为“适应中
国经济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
版”的主要驱动力。

“长吟泰山侧，慷慨激楚声”。
“O2O泰山会盟三十人”将积极顺应
国家产业政策与本组织约定，致力于
创新旅游O2O理念、探索旅游产业变
革战略、创造旅游业转型升级成果。
每位成员将全力发挥所处领域的资
源优势、专业优势、创新优势和公共
影响力，加强彼此互动，开展精诚合
作，务实地研究重大战略课题，敏锐
地进行战略研判与策略创新，建言献
策，中流击水！

“O2O泰山会盟30人”将立足各
自行业和领域，配合国家相关部门和
行业主管机构，促进贯彻国务院及各
级政府“互联网+”行动计划及相关政

策意见的落实。深耕中国旅游“互联
网+”变革的沃土，营造中国旅游“互
联网+”变革的产业创新环境，从自身
做起，注重把握细节，宣传前沿经验，
推动政策落地，尽心尽力推动“互联
网+”旅游产业环境持续优化。

“O2O泰山会盟30人”将积极发
挥专业优势和公共影响力，牵头引领
旅游行业“互联网+”创新趋势与潮
流，深入总结旅游O2O的成熟模式与
经验，激发行业转型的创新活力，提
升行业升级的执行能力；打破行业界
限，求真务实地推动中国旅游“互联
网+”跨行业、跨领域深度合作；加强
对旅游O2O策划、规划、营销、管理、
融资的专业评析，开展针对性强、操
作性强的专业培训、案例教学，切实
地提高行业人员的创新能力，实现并
放大旅游“互联网+”的要素聚合与乘
数效应。

旅游O2O是未来中国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的主要趋势，是中国旅游企业抓
住变革契机实现全面互联网化的必然
路径。我们愿意以“O2O泰山会盟30人”
为平台，跨界合作，资源互用，优势互
补，肝胆相照，共谋发展。

泰山巍巍，大河浩浩，让中国旅
游快速步入“互联网+”时代，让行业
内外共享O2O红利！

于宁宁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总裁
于 冲 山东省旅游局局长
于敦德 途牛网CEO

王小松 驴妈妈旅游网CEO

庄辰超 去哪儿网CEO

刘平春 中国景区协会会长、
华侨城集团总经理

李少华 阿里旅行总经理
李 明 宁波薄言科技CEO

李明儒 酷旅网CEO

杨 涛 携程旅行网高级副总裁
肖潜辉 上海春秋旅行社总社总裁
吴必虎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志祥 同程网CEO

张立军 中国青年旅行社总社总裁
张 岭 海航旅游集团董事长、

海南航空执行董事长
张润钢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

首旅酒店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陈国忠 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陈 罡 蚂蜂窝旅游网CEO

罗 军 途家网CEO

郝康理 四川省旅游局局长
信宏业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
姜 峰 中国旅行社总社总裁
贾云峰 德安杰环球顾问集团总裁
高舜礼 中国旅游报社社长
盖其东 蓬达集团董事长
董如平 中国康辉旅行社总社总裁
戴 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4月21日“山东旅游O2O泰山会盟”在泰山举行。本次会盟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格最高的旅游O2O发展论坛，搭建了国内第一家“互
联网+旅游”创新发展的交互平台，为山东旅游企业和项目汇聚了行业内外的大集团、大市场、大资本。通过本次会盟，不仅仅实现了
中国旅游O2O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为山东旅游发展拓展了巨大旅游资本投资空间，给千余家省内外旅游和涉旅企业创造了务实的合作作
机会，由点带面，再一次引领山东旅游业走上了资本强力推动的O2O发展快车道。

开创中国

“互联网+旅游”之先河

今年年初，国务院提出
“互联网+”创新行动计划，作
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是
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抓
手，也是切实实践“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主要产业之一。泰
山会盟贯通了旅游上下产业
链，融合了旅游、金融、科
技、文化、地产、投资等多行
业，实现了企业与资本、线上
与线下、旅游产业界及相关行
业的业务对接和思想交流。在
“泰山会盟O2O三十人”宣言
中，清晰地梳理出旅游O2O模
式，在国内旅游业第一次为旅
游O2O的理论内涵作出了清晰
的回答。

泰山会盟为中国旅游O2O
发展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让旅游业界明确了发展战略方
向。在产业互联网时代，O2O
是中国旅游创新发展的主要趋
势，是传统旅游企业弯道超车
的发展希望，走跨界联合发
展，走“互联网+旅游”融合发

展，全面普及智慧旅游和大数
据理念，省内业界不再有半点
迟疑。同时，泰山会盟形成了
常态化的发展机制，在组织
上，形成了产业角度的战略引
导力；在策略上，作出了跨行
业的分工和安排；在目标上，
强化了O 2O 创新的引擎驱动
力。由此，构建了“互联网+旅
游”的实践执行模式，这在国
内业界也是第一次。

合作共赢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本次会盟直接促成了政府
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
的合作共赢。在泰山会盟期
间，泰安、威海、日照、莱
芜、临沂、德州、聊城、滨
州、菏泽9个地市组织的参会单
位和企业与参加会盟的相关
OTA共达成签约或合作意向251
个，其中线上签约或意向154
个，线下签约或意向97个。

合作带动了旅游企业转型升
级。银座旅游·山东旅游有限公
司在泰山会盟期间，与日本JTB
公司、上海金棕榈电脑系统有限

公司及北美联谊旅游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特别是与日本
JTB公司的战略合作，将促成公
司引进日本旅行社先进的运营模
式和管理经验，银座旅游的门店
服务水平、大客户销售水平、专
项旅游活动的组织水平都将有更
大提升。泰山文交所与省内外多
家知名旅游企业、旅游社、度假
酒店、旅游互联网门户网站进行
了业务洽谈，进一步推广了文交
所的旅游资产证券化业务，深化
了旅游上下游产业金融化发展的
业务链条。

泰 山 会 盟 头 脑 风 暴 持 续
发酵，形成了山东旅游投资
潮，一批顶尖旅游企业潜心
深入山东考察市场。天马论
道投资公司决定在泰山举行
“天马论道泰山分论坛”，
邀请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及资
本圈人士汇聚泰山。还有的
希望将论坛植入到泰山会盟
活动中，以资本及并购的角
度助力明年的泰山会盟。万
达旅业集团正在与银座集团
洽谈旅游合作事宜。深圳长
鹿集团正在考察泰山碧霞湖
项目，莱芜、东营的合作项

目正在推进，枣庄、德州也
提出合作意向。北京产权交
易所加快制定山东旅游产权
交易方案。中信旅游集团和
北京的投资集团共同商议，
专程就泰山会盟落实到山东
专题考察项目。

风投机构

看好山东旅游市场

泰山会盟直接促成了金融
机构和省内企业合作，推动成
立山东旅游金融联盟，取得了
丰硕成果。

金融机构成为资本化运作
领头雁。光大银行与山东龙岗
旅游集团的平阴“梦幻星空”
项目融资，为广饶县孙子文化
旅游区二期项目融资，为山东
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融
资，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其
中对接梦幻星空，拟合作项目
贷款意向3亿人民币，与齐山旅
游拟合作流动资金贷款，金额
待定。

中浦发银行与海航旅游达
成合作意向，共同投资山东旅
游企业并购并推动省内企业上

市。泰山文交所与酷旅网达成
合作意向，共同推动目的地景
区门票证券化。山东金泽霖股
权投资公司拟与太阳部落共同
推进新三板或四板上市，拟与
石头部落达成融资合作。深圳
德信资本、深圳同心文鼎基金
走访了近20家实现旅游主管部
门及景区，就推动旅游基金建
立及景区资本化运作进行深度
探讨。远东宏信金融租赁公司
与崂山景区、银座旅游集团、
台儿庄景区，就融资租赁业务
进行初步沟通。

合顺智慧健康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认为这次泰山
会盟项目合作收获颇丰，经初
步洽谈并达成重要合作意向6
个，分别是东营市河口孤岛槐
树林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德
州乐陵市朱集镇枣林温泉度假
村开发项目；长岛县海岛温泉
项目；临沂河东区汤头古镇项
目；东营广饶县孙武湖温泉度
假酒店项目；蒙山旅游区管委
会温泉度假酒店项目、生态乡
居养生养老项目。计划安排在
五月初组织考察团针对以上项
目做专项实地深度考察。

首批“O2O泰山会盟30人”名单
(按姓名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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