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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首超2亿 国内冰雪游大热背后的冷思考

2020年开年不久，全球电影市场便又诞生了一个新纪录。1月6日，据媒体报道，

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的全球累计票房已超过前作，位居全球动画电影影史票房冠

军，且不只是《冰雪奇缘2》，现阶段位列动画电影票房前三位的作品均出自迪士尼

之手。尽管迪士尼在动画电影领域仍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自2017年《寻梦环

游记》上映后，近两年迪士尼推出的动画电影多为系列作品的续集，而在原创领域

少有重磅作品问世。随着2020年迪士尼计划推出《1/2的魔法》等新作，迪士尼能否

在原创动画电影领域重整旗鼓，引发业内的好奇。

《冰雪奇缘2》争议中成新冠 迪士尼能否摆脱续集依赖症

需求扩容引投资竞逐

迅速火爆的白色经济已席卷国内旅游市

场。《报告》披露数据显示，2018-2019年冰雪

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为2.24亿人次，旅游收入

接近3900亿元，冰雪旅游维持快速增长势头。

而且，冰雪旅游消费成为民众常态化的消费

选项。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市场调查显示，每

年我国参与冰雪旅游的人数不断上涨，61.5%

的人有参与冰雪旅游的经历。预计2022年北

京冬奥会举办时，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

3.4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

而到“十四五”规划末期的2025年，我国冰雪

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超过

1.1万亿元，冰雪旅游将成为我国冬季旅游和

冰雪经济的核心引擎。

投资闻风而动。《报告》提出，在上述新形

势的驱动下，我国冰雪旅游投资呈现出大众

化、规模化、多元化特征。

具体来说，目前，我国有关冰雪旅游的投

资领域主要瞄准城市基础设施和冰雪旅游商

业项目两类。据不完全统计，2018-2019年我

国冰雪旅游投资额约为6100亿元。其中，基

础设施涉及到高铁、高速公路等道路系统、

机场改造、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等。从商

业项目看，冰雪旅游投资以度假综合体类为

主流投资项目，在整体投资规模中占比约

45%；东北及华北区域仍为投资热点；南展西

扩东进战略投资效应显现；城市戏雪乐园现

稳定增长，其中，仅北京就拥有100余家戏雪

乐园。

“整体来看，虽然受到时间、地点、气候等

自然条件的限制，但现阶段冰雪旅游已成为

我国不少地方扩大旅游产业大盘子的重要着

力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

新市场格局渐现

聚焦冰雪旅游消费本身，多家OTA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这类主题旅游产品在

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但快速扩容的消费需

求也让供给端不断呈现新的特点。

“在奥运冰雪热的带动下，北方旅游目的

地的冰天雪地观光和专业滑雪休闲度假优势

明显，与此同时，南方城市在娱雪休闲方面的

优势逐渐建立，市场格局日益清晰。”携程旅

游大数据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彭亮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报告》也指出，北方发展冰雪旅

游主要依靠传统资源优势，而南方则更注重

本地市场强大的消费能力和游客区域消费

的规律，通过修建大型冰雪商业综合体和山

地滑雪设施等吸引了不少南方近程体验冰

雪的游客。

根据《报告》，各地区冰雪旅游人数增长

呈现“两高、三快、N平”的增长态势，“两高”是

指新疆、河北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实现30%左

右高速的增长；“三快”是指黑龙江、吉林、辽

宁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实现年均15%左右的快

速增长；“N平”是指内蒙古、青海、贵州、湖北、

浙江等实现年均10%左右的平稳增长。

彭亮则从OTA的角度介绍，根据跟团游

和自由行的预订数据，2019年11月至2020年

1月间，哈尔滨、林海雪乡依旧是人气较高的

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当地冰雪旅游路线和

旅游产品经过多年的打造，已经形成了一个

相对成熟的体系，成为了同类产品中的热门

选择，但同时，西藏的拉萨、林芝的冬季雪景

也让当地成为游客冰雪旅游目的地的新选

择。此外，河北、新疆、内蒙古凭借其独特的旅

游资源也逐渐成为人们冬季出行的主要选

项。“而且，区别于往年，2020年游客对于新

疆、西藏、湖北的冰雪线路关注度已明显提

高。”彭亮坦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游类型的选择上，根

据携程预订数据显示，仍有超六成的游客在

进行冰雪主题游时会选择跟团游，但其中，小

团化、个性化、主题化、定制化产品热度快速

上升。

高速发展难掩供给痼疾

任何新兴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经过一段摸

索期，冰雪旅游亦是如此。早在2017年，原国

家旅游局局长、现文旅部副部长李金早就曾

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国冰雪旅游还处在初

级发展阶段，多数地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冰

雕、冰灯等观光类层面，冰雪度假类产品、冰

雪民俗体验性旅游产品十分缺乏。多数冰雪

旅游产品缺乏创意，特色不够鲜明，卖点不够

抢眼，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直至目前，上述

情况仍未充分改善，我国的冰雪旅游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的状态也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王

兴斌表示。

实际上，《报告》也指出，现阶段，我国冰

雪旅游存在重冰雪运动，轻冰雪消费；重项目

本身，轻产业链延伸；重旅游开发，轻环境保

护；重项目投资，轻企业运营；重硬件建设，轻

软件完善；重产业促进，轻政策衔接等现象。

王兴斌指出，相比其他主题旅游，我国的

冰雪旅游中重观光轻参与的占比仍较高，与

国外冰雪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的目的地相比，

国内体验性、休闲性产品不多，供给同质化问

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除了产品本身，现在

我国冰雪旅游配套服务也尚未形成完整的体

系，运动教练、器械租赁等发展情况参差不

齐，亟待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入局。”王兴斌认

为，其实，发展冰雪旅游不能将目光仅局限在

旅游行业之中，因为它是一个融合了旅游、体

育与文化行业，以交通、建筑、装备、医疗、教

育等近10个产业为支撑，横跨多领域而形成

的综合性产业链。

值得注意的是，王兴斌等多位专家还表

示，在如此可观的市场前景下，我国拥有的冰

雪旅游知名IP并不充沛，目前仅有雪乡、长白

山景区等几个名字被游客普遍熟知。“中国旅

游已经从感受旅游、体验旅游的阶段向享受

旅游阶段进行转变。享受旅游时代需要通过

IP打造来形成长效吸引力。”驴妈妈集团副总

裁任国才直言，打造冰雪旅游IP需要从冰雪

旅游IP形象、IP产品、IP节庆三个方面来入手，

进行冰雪旅游IP创意设计、IP产品打造、IP营

销传播和IP产业培育。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我国冰雪旅游大众化时代已悄然到
来。1月6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中国冰
雪旅游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
提出，2018-2019年冰雪季中国冰雪旅游
人数首次超过2亿人， 冰雪旅游收入约为
3860亿元， 分别比2017年和2018年冰雪
季增长13.7%、17.1%。而且，作为我国新型
的休闲度假消费方式， 冰雪旅游成为了提
振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的新引擎。数据显示，
2018-2019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均消
费为1734元， 是国内旅游人均消费的1.87
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快速
增长的消费需求，我国冰雪旅游知名IP、旅
游目的地数量并不充足， 形式也趋于同质
化，而且对于这种高风险的旅游项目，意外
险、专业培训等配套产品体系尚不完善，这
些都是供给端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老IP

“冰雪奇缘”的吸金力已得到市场的认

证。数据显示，上周末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

在北美市场再进账1129万美元票房，这使得

该片在北美市场已累计报收票房近4.5亿美

元，再加上海外市场所贡献的8.75亿美元票

房，《冰雪奇缘2》的全球总票房已达13.25亿

美元，成为动画电影影史新的票房冠军。

随着《冰雪奇缘2》的登顶，动画电影的排

名也发生了变化，前冠军《冰雪奇缘》以12.81

亿美元的票房成绩，位列动画电影影史第二

位，排在第三位的则是《超人总动员2》。而这

也并未影响到迪士尼在动画电影领域的竞争

力，原因则是以上三部作品均出自迪士尼之

手。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峰看来，迪士尼的电影票房已占据全世界票

房的1/4，总体上看，迪士尼这几年的发展状

况相对较好，续集作品也展现出较好的市场

吸引力。

然而，迪士尼的动画电影也在当下面临

着一定的质疑。具体观察迪士尼近两年推出

的动画电影可以发现，大多为系列作品的续

集，新作品的身影少之又少。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16年《疯狂动物

城》引发观影热潮、2017年《寻梦环游记》再次

夺得观众的目光后，2018-2019年，迪士尼又

推出约6部动画电影，并有部分作品获得较高

的票房反馈。可在这6部作品中，有4部为系列

动画电影的续作，如《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

网》《玩具总动员4》等，而其余2部作品《狮子

王》和《小飞象》，虽然并非是续集，但故事内

容也是来源于此前的作品。

影评人刘贺认为，虽然续集电影也在原

先的IP中创造了新的故事，但从市场的角度

而言，观众仍是对具有新鲜度的内容作品有

更高的兴趣，这也能从部分续集作品不尽如

人意的市场反馈中看出。

挑战

作为一家以动画起家的公司，迪士尼的

动画业务对公司无疑有着重要作用，且该公

司也曾多次布局甚至将竞争对手拉入麾下，

从而稳固自身的竞争力。

以迪士尼与皮克斯为例，公开资料显示，

作为同属于动画领域的知名公司，迪士尼与

皮克斯最初也难免存在竞争关系，但早在

1991年，迪士尼便与皮克斯进行合作，随后更

是在2006年耗资74亿美元获得皮克斯40%股

份，一跃成为后者的最大股东。这次收购也让

迪士尼在动画领域的竞争力瞬间拉升，不仅

获得票房，还进一步充足了旗下可供继续开

发的IP资源。

尽管迪士尼为动画业务的发展不断铺

路，但近两年迟迟未能出现新的重磅新作

的现状，难免将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带来一

定挑战。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周阳表示，迪士尼

在动画电影业务上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这两

年以来没有出现亮眼的全新故事，“上一次迪

士尼推出以全新故事为背景的动画电影还是

2016年的《疯狂动物城》、2017年的《寻梦环游

记》。而这两年来推出的都是动画电影的续集

以及真人动画电影。续作固然有许多受众，但

对于动画电影公司来说，不断创新、不断增加

新的故事才能形成更好的市场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市场反馈可以看出，观

众也对迪士尼系列电影续作逐步丧失兴趣，

并期待着新作的上映，其中在中国市场，《玩

具总动员4》《小飞象》《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

联网》等作品上映时，尽管也吸引部分观众，

但观影热潮与《寻梦环游记》存在较大差距，

票房表现也大多在2亿元左右，难以实现更高

的票房。

为了解迪士尼对于动画电影的发展计

划，北京商报记者联系迪士尼方面，但截至发

稿未得到回应。在陈少峰看来，迪士尼应也

在创作并布局新动画电影的创作，“以往迪

士尼在做续集作品的时候，也在创作新的电

影IP，也在观察市场的反馈，来看哪个新故事

更吸引受众，从而决定哪个新故事可以继续

做下去”。

谋新

动画电影行业制作周期长、制作成本高

已然是行业周知的痛点，尤其是好莱坞头部

动画电影制作公司，单部动画电影的平均制

作成本都在1.33亿美元左右，包括此次的《冰

雪奇缘2》，成本就高达2亿美元。

“尽管对于迪士尼来说，为了制作出高品

质的精品，对动画电影制作的巨大资金投入

已是寻常事，但迪士尼也在努力地适应潮流、

开拓市场，以期动画电影作品的价值能达到

最大化。”周阳对此强调。

据猫眼专业版显示，迪士尼现已计划在

2020年推出新的动画电影作品，其中皮克斯

新作的《1/2的魔法》已定于2020年上映，并开始

紧锣密鼓地筹备宣传事项、发布预告片等，此外

另一部长片《灵魂》也曾定于2020年6月上映。

除此以外，迪士尼在渠道层面也在不断

调整发展脚步，并大步向流媒体进行诸多尝

试，且在2019年11月，迪士尼流媒体Disney+

正式上线，包括迪士尼真人部门、迪士尼动

画、皮克斯工作室、漫威影业、卢卡斯影业、20

世纪福斯影业、福斯探照灯影业和蓝天工作

室八大分支部门均为Disney+提供内容。

周阳指出，尽管入场不久，但对于迪士尼

来说，发展流媒体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容方面

手握大量IP和优秀剧集。为了在流媒体市场

竞争中站稳脚跟，迪士尼自2019年起终止了

Netflix的播映协议，停止向Netflix提供新的

迪士尼和皮克斯电影。

陈少峰表示，除了2019年底上线的Dis-

ney+，迪士尼旗下还有2018年4月上线的

ESPN+、Hulu等流媒体平台，这都意味着迪

士尼愈发看重互联网的传播。作为老牌传媒

巨头，积极拥抱互联网趋势，发展流媒体将使

迪士尼的业务从线上到线下都更完整。而

Disney+等流媒体平台的出现，对于迪士尼

自身品牌传播、院线电影的市场拓展、减少互

联网平台的竞争压力等方面都会带来一定的

帮助。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伍碧怡

动画电影影史前三位全球票房一览（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及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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