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8月25日下午，在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旅居车露
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暨揭牌仪式现场，本报记者就专
委会成立的背景、作用以及未来的工作思路与路径，专访了刚刚当选的
专委会主任刘春景。

8月25日下午，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在美丽的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隆重举行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旅
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成
立暨揭牌仪式。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副
会长赵效定、周伟民、陈振鸿、巢卫林、李关
德，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旅居车露
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刘春
景，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张巍、
白焕耀、吴申、隋军，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秘书处、各专委会负责人，自驾车旅居车露
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
以及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自驾游与房车露营
分会秘书长刘汉奇、海南省现代服务业联合
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思璇等特邀嘉宾与
专委会全体会员共200多人出席会议。

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由巢卫林副会长主
持。他介绍说，目前国内私人汽车数量已经破
亿，高速公路的总里程也达到10多万公里。近
年来，我国公民旅游形态已经由传统的团队
游、观光游向注重休闲、体验的自驾车、旅居车
和露营旅游形式转化升级。

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
自驾车、旅居车与露营旅游发展报告（2016-
2017）》显示，2016年，中国自驾游总人数达
26.4亿人次，占国内出游总人数的59.5%。到

“十三五”时期末，我国自驾游人数将达到58亿
人次，约占国内旅游人数的70%以上。

巢卫林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自驾车旅居车旅游，国家有关部委纷纷出
台各项支持政策。2016 年 11 月，国家旅游
局等 11 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自驾车
旅 居 车 旅 游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目前，我国
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自驾车旅居车
旅游是发展速度快、消费潜力大的领域，是

促进我国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增加新供给，
释放新需求，引领和推动旅游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载体”。《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形成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系和完整的
自驾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条，建成各类自
驾车旅居车营地 2000 个，初步构建起自驾
车旅居车旅游产业体系。

巢卫林指出，促进自驾车旅居车旅游
发展的关键是露营地建设。就露营地数量
而言，据有关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运营的
露营地约 500家，而欧洲有各类露营地 3万
多个；美国16500多个；日本1500多个；台湾
地区1200多个；因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
比，我国露营地建设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巢卫林还表示，露营地建设是一个跨
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新兴业态，除了国
家层面要持续地推进，更需要制造业、服务
业领域内企业间的融合发展，而促进融合
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跨界”。

在新兴业态发展过程中，上海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联合、综合与协调”的优势与专委
会模式，为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
发展提供了国内极佳的跨界融合平台。

同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旅游人口输
出地之一和重要的旅游资源供给地，每年
自驾出行的人数约600万，是搭建跨界融合
服务平台的首选地。

为此，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邀请36家
上海与国内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以及装备
服务产业链上相关的企业加入上海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并与12家联合会的会员单位，共同
发起成立了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
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

巢卫林首先代表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宣
读了“关于成立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旅
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决定”。

李关德宣布了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
委员会理事、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名单。

在全场嘉宾的见证下，周禹鹏与刘春
景为专委会揭牌，并向中国旅游车船协会
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秘书长刘汉奇，原
上海旅游局副局级巡视员、上海旅游行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朱承蓉，上海体育学院体
育休闲学院（房车露营）院长李海，上海旅
游技术委员会委员、上海认证协会评审专
家薛兴国等颁发了专家顾问聘书。

为祝贺专委会成立，增添揭牌仪式成
果，7 月 28 日，专委会发起单位之一的虎行

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被业界
誉为“自驾狂人”的李慧泉（阿泉）率 7 台路
虎车组成的远征车队，从318国道起点上海
人民广场出发，远征到达西藏拉萨，往返
10000 多公里，沿途一路拍摄记录，其制作
的微视频“虎行远征全球体验中心——深
度穿越318之旅”首映。视频在揭牌仪式一
经播放，其充满文化内涵的强烈震撼力，深
深打动了与会的每一位嘉宾。

在致辞环节，刘春景首先发表讲话，他衷心
感谢大家的信任，并谈了自己的感想和对未来专
委会工作的思考。

刘汉奇代表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自驾游
与房车露营分会向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
委员会成立表示诚挚祝贺。

中国休闲标准化委员会秘书长付磊宣
读了中国休闲标准化委员会的贺信。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钱玮、
上海路程房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思耶、上海
福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霞、虎
行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惠泉、
鲍氏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鲍璐华
等，代表会员单位在大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专委会平台，已经促成了许多意向合
作。为此，揭牌仪式上举行了上汽大通汽车
有限公司与上海路程房车有限公司、上汽大
通汽车有限公司与上海逸亿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与艾营地（上
海）旅游装备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
公司与上海天格投资有限公司、鲍氏压缩机

（上海）有限公司与广东恒诺营地装备有限
公司、虎行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
福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专委会与八宿翔
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后，陈振鸿代表现代服务业联
合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表示将全力
支持专委会的工作。

最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周禹鹏会长
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对专委会的成立表示
祝贺，对远道而来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禹鹏讲道，联合会的宗旨是“服务会
员、服务社会、服务政府”，如何服务？概括
为两句话，一是“构筑平台、撮合资源”，撮
合的目的就是互利共赢、共享资源；二是

“错位发展、跨界融合”。上海现代服务业
联合会是一个枢纽型的社会组织，现有会
员单位 749家，其中 156家社会组织，558家
企业，35 家特邀会员。基本上涵盖了全市

现代服务业所有相关的协会组织和具有影
响和规模的主要企业，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会的主要工作
就是搭建各种平台，推动跨界融合。

周禹鹏表示，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
特征就是跨界融合，这个跨界融合不仅仅是服
务业间的跨界，还有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跨界。

周禹鹏指出，联合会本身就是大平台，
联合会的各专委会也是平台，我们就是要
通过这些平台整合资源。专委会作为联合
会的工作机构，在推动跨界融合，催生新业
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禹鹏会长表示，新成立的这个专委会
全称为“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
务专业委员会”，名字虽然很长，但本身就具
有鲜明的跨界融合特点。专委会既有上汽
大通这样的中国乘用车领军企业等制造业
企业，还有长兴岛郊野公园等一批露营地企
业，也有路虎车友俱乐部、旅行社这样的群
体，还有上实融资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金融、IT机构，更有联合会多家相关的行业
协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包括14家在营
地设计、标准、装备、自驾俱乐部等领域具有
国内外影响力的上海地区以外的特邀会
员。相信专委会工作的逐步推进，将产催很
多新的业态，满足社会需求。因此，他希望
专委会工作要按照联合会专委会工作“五个
一”的要求，加快步伐，抓住契机，以露营地
建设服务为核心，整合上下游资源，搭建共
享服务平台，以“大旅游、大露营、大融合”为
引领，助推我国新产业业态发展。

据悉，当天上午，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
会在本部隆重举行了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
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发起人会议、
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和理事会。

发起人会议由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
巢卫林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专委会成立的背景及联
合会基本情况，49家发起人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筹备组负责人刘春景作专委会筹备工
作情况介绍。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海现
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
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随后，刘春景主持了一届一次会员大会，
大会选举出理事会成员24名。理事会上，选
举主任1名、常务副主任1名、副主任8名。专
委会筹备组负责人、原上海市长宁区巡视员
刘春景当选为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
旅居车露营地装备产业服务专委会主任；上
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钱玮当选为常
务副主任；上海前卫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兼副总经理孙家勇、上海路程房车有限
公司董事长陆诚、上海福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凤霞、虎行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惠泉、上海海畦原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树元、凡斯度（上海）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奉泉、艾营地（上海）旅游
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鲍氏压缩机（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鲍璐华当选副主任。主
任会议任命黄勇为秘书长、上海现代服务业
联合会刘宇为副秘书长。 （何秀芳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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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隆重举行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暨揭牌仪式

高 端 访 谈
本栏目由上海淮海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特别支持！

记 者：首先祝贺您当选上海现代服务业
联合会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
专业委员会主任，请您介绍一下专委会成立
的背景？

刘春景：联合会领导和会员单位让我担
任专委会主任，我深感责任重大。尽管我曾
分管过旅游，也分管过经济工作和城市建设
工作，但做专委会领导也确有压力。不过我
充满信心，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协会的鼎
力支持，专家邀请时的欣然允诺，特别是团
队成员单位家对未来的美好幢景和希望渴
望，深深地激励着我。我有一个习惯，爱好
读书和学习，我想这些都有助于我尽快熟悉
这个领域，胜任现在的工作。

大家知道，目前国内私人汽车数量已
经破亿，高速公路的总里程也达到 10 多万
公里。由此，近年来我国公民旅游形态已
经由传统的团队游、观光游向注重休闲、体
验的自驾车、旅居车和露营旅游形式转化
升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自驾游
总人数达 26.4 亿人次，占国内出游总人数
的 59.5%。到“十三五”时期末，我国自驾游
人数将达到 58 亿人次，约占国内旅游人数
的70%以上。

作为旅游消费新热点，自驾车旅居车

旅游具有上中下游产业链长、对旅游产业
迈向中高端带动作用大、引领旅游消费和
投资能力强等特点，是促进我国旅游业持
续健康发展，增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引
领和推动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载体，更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推动旅游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
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自驾车旅居
车旅游。2015 年 7 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关
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
见》，提出加快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2016
年 3月 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
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
2016年 10月 1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旅游、文化
等领域有效供给，改进旅居车准驾管理等。

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委也纷纷出台了
各项支持政策。2016年11月，国家旅游局等
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自驾车旅居车
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
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系和完整的自驾车旅居
车旅游产业链条，建成各类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2000个，初步构建起自驾车旅居车旅游产
业体系。

据我的理解，促进自驾车旅居车旅游发
展的关键是露营地建设。当前，制约我国自

驾车旅居车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
露营地建设的滞后。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
2016年国内运营的露营地约500家，按规划
2020年将达到2000家。就露营地数量而言，
欧洲有各类露营地3万多个；美国有露营地
1.65万多个，2/3由政府投资；日本有1500多
个；台湾地区露营地1200多个。因此，与这
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露营地与房
车产业刚刚起步。

大家知道，露营地建设是一个跨行业、
跨部门、跨领域的新生业态，涵盖了制造
业、服务业的众多领域。除了国家政策层
面要持续地推进外，更需要制造业、服务业
众多领域内企业间的融合发展，而促进融
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是“跨界”。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作为全国首家
跨行业、跨部门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现有会
员单位749家，其中：156家社会组织，558家
企业，35 家特邀会员。基本上涵盖了上海
现代服务业所有相关的协会组织、以及具
有影响和规模的主要企业。因此，在搭建
平台、整合资源、跨界融合、助推发展上具
有独特的优势。除了联合会服务全体会员
的平台外，联合会还根据会员单位的不同
情况和类型，以专委会形式，搭建多层次服
务平台。近年来，我们相继成立了服务外
包、设计服务、商务服务、品牌服务、低碳经
济服务、互联网+科创服务、新金融服务、众
筹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专委会和汽车
产业金融服务专委会，将相关的会员组织
起来，共同研讨、共谋发展，寻求资源共享、

实现合作共赢。因此，专委会以联合会为
平台，利用联合会现有资源，可以在更宽的
领域和更高的平台上，整合资源、凝聚力
量、发挥作用。

目前，我们已邀请36家上海及国内自驾
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服务产业链上相关的
企业，加入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同时推荐
12家联合会会员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专委会。

记者：未来专委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春景：经过一年来的调研，在广泛征

求政府与行业专家、企业意见后，我们初步
确立本专委会的定位是，以自驾车旅居车
露营地服务为核心，围绕露营地建设开展
规划、设计、标准化、人才培养、展览、信息、
装备配套、投融资服务、区域合作、露营文
化等系列服务，通过“露营地+”整合跨界的
融合创新机制，为会员搭建一个实现相关
企业间跨界融合的服务平台，努力形成网
络化的营地体系服务链和比较完整的自驾
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努力形成“要素成
市、产业成链、企业成群、功能集聚、服务集
成”的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服务产
业生态圈，推动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
备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定位符合
国家产业发展大势。

专委会将利用自身平台机能，积极为
全体会员单位提供各种服务与协助，并与
会员单位开展论坛、展会、标准、统计、年度
发展报告等方面的各种互动，尤其关注于
资源的整合，并在联合会章程规定的业务
范围内做好各项的工作。

我相信，以我们专委会特有的结构，必
将对以露营地为核心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
多重组合叠加，其形成的跨界融合效应，对
促进新业态发展的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请您谈谈专委会未来的工作思
路与路径？

刘春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专委会
成立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将以此为

新起点，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我们初步酝酿了专委会未来的工作思

路。即以“大旅游、大露营、大融合”为引领，
以露营地建设为抓手，以活动为载体、以信息
为核心、以人脉为关键，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比如搭建活动平台，探索会同上海、国
家有关部委举办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
备产业服务国际博览会、国际论坛、上海露
营节、“横行中国驾享318”活动等；比如积极
寻求为国内外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
产业企业搭建一个介绍、交流国内外成熟发
展理念和模式，发出“中国声音”的专业平
台；比如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普遍性、共性
问题进行调研，以各种渠道向政府及有关部
门反映企业、行业诉求，发挥政府与企业间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比如与上海高等院校及
研究机构合作，培养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
装备产业服务专业管理人才，提升行业管理
水平；再比如联合部分上海以及全国相关企
业机构，制定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
业服务规范、标准，推动上海以及全国规范
化、标准化、示范化露营地建设。

我们要向各兄弟专委会与兄弟省市协
会学习。近期我们要组织专委会成员单位
进行“未来发展和思路”大讨论，同时，我们
要切实加强专委会自身建设，努力将专委
会建设成为“有特色，有品牌，有影响，有活
力”的四有专委会，在搭建平台、撮合资源、
跨界融合、助推发展中作出积极的贡献。

未来，我们会努力拼博，砥励前行，更
要“弯道超车”，争取让专委会走在全国协
会的先进行列，这是我，也是我们团队的共
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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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旅游、大露营、大融合”为引领 助推我国新产业业态发展
——专访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及装备产业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刘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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