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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 商 会 商 业 行 业 商 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商贸促字〔2021〕410号  

 

关于邀请加入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系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

业商会（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内设分支

机构，旨在贯彻国家沉浸式文旅产业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搭建国际产业交流融合平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团结凝聚沉浸式文旅企业力量，引导产业融合创新，强化会

员相互之间以及会员与 B端 G端客户的交流合作，促进沉浸

式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为尽快推动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工作的开展，更好服

务文旅产业发展，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贸促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沉浸式文旅产业委

员会会员单位邀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邀请范围  

（一）全国（各省市）文旅产业相关的主管部门、贸易

促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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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各省市）文旅产业相关的行业组织、文旅

产业园及相关产业促进机构；  

（三）全国（各省市）文化、体育、娱乐企业，以及旅

游相关吃、住、行、游、购、娱等企业；  

（四）全国（各省市）沉浸式文旅产业从业人员；  

（五）全国（各省市）设置文化、旅游相关专业的高等

院校和职业院校。  

二、会员入会程序  

（一）《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个人入会申

请表》（加盖公章）扫描件；  

（二）单位会员提交营业执照、社团登记证书，或其他

有关管理单位出具的有类似作用的证件扫描件；  

（三）上述文件同时提交至 hongtaodong@foxmail.com 

和 ccpitlj@126.com；  

（四）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贸促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审核通过之后，办理入会手续。（入会申请表可

从 www.ccpitcsc.org 下载）  

三、会费标准  

（一）副会长单位/个人：20000元/年； 

（二）常务理事单位/个人：5000 元/年；  

（三）理事单位/个人：3000元/年；  

（四）会员单位/个人：2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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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拟于 2022年 2月召开沉浸式文旅产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五、联系方式  

（一）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 

联系人：董洪涛  

电  话：18601322938 

邮  箱：hongtaodong@foxmail.com 

（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联系人：李璟  

电  话：18911916022  

网  站：www.ccpitcsc.org  

邮  箱：ccpitlj@126.com 

附件：  

1.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入会申请表  

2.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  

3.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业行业商会              商业行业委员会 

  

 

2021年 12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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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入会申请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通信地址 
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网址  

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现任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络人信息 

姓名  现任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性质 
□企事业单位  □院校组织  □政府机构 

□社会团体  □科研机构 

申请成为 
□副会长（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

位) 

是否推荐负责人为

本委员会委员 

□是 

否 

汇款信息 

单  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灵境支行 

账  号：0200013309007101221 

希望得到哪些方面

服务 

□品牌赋能  □宣传推广  □资源嫁接  □市场开拓 

□论坛展览  □国际交流  □业务培训  □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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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已开拓或

有意开拓的市场 

国内 

华南  □华东  □华北   

□东北  □西北  □西南  

国外 

西欧  □中、东欧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中亚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东  □非洲  □大洋洲 

文字描述： 

企业简介（中文 500 字以内，英文 800 词以内，用于对外宣传） 

 

 

 

 

请对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开展提出宝贵意见（中文 500字以内） 

 

 

 

 

 

说明 

 

我单位申请加入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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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浸式文旅委员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请提供照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单位职务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汇款信息 

单  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灵境支行 

账  号：0200013309007101221 

个人简介（中文 500 字以内，英文 800 词以内，用于对外宣传） 

 

 

 

请对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提出宝贵意见（中文 500字以内） 

 

 

 

 

说明 

 

申请加入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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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简介 

 

一、名称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 

英文名 Immersive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Committee(ICTIC) 

 

二、性质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是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

批准成立的内设分支机构。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是中

国贸促会批准并登记管理的行业贸促机构，同时使用“中国

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名称，具有“亦官亦民”的特点，

对内按照参照正局级事业单位管理。 

二、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国家沉浸式文旅产业发展相关法律

法规和方针政策，搭建国际产业交流融合平台，发挥桥梁和

纽带作用，团结凝聚沉浸式文旅企业力量，引导产业融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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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强化会员相互之间以及会员与 B端 G端客户的交流合作，

促进沉浸式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背景 

沉浸式文旅是沉浸式体验的主要商业形式，沉浸式体验，

融合声光电装备、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数字影

视、特效制作、内容 IP等要素，通过虚拟场景和互动体验，

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目前，“沉浸式+”趋势明显，

市场上出现了沉浸式游戏、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式餐厅、

沉浸式酒吧、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夜游等 30多种沉浸式新

业态和产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作出了发展“新一代沉浸

式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内容”的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关

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发展沉浸式

业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多处涉及沉浸

式文化和旅游发展，政策推动效应十分明显。 

根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全球沉浸产业（不含主题乐园

市场）总产值 361.2 亿元，中国沉浸产业总产值为 48.2亿

元，自 2016年至 2019年增长近 29倍。2020年以来受疫情

影响仍逆势持续增长，媒体关注度暴增，搜索增长量高达

3800%，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将有望成为一个千亿级市场。 

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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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发布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协助主管部门宣传贯彻落实有关方针政策、措

施，引导和督促会员贯彻国家关于沉浸式文旅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行政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拟订沉

浸式文旅产业发展规划、标准，对沉浸式文旅产业产品和服

务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进行监督，规范市场行为，维

护行业信誉。  

（二）代表本行业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服务沉浸式文

旅产业相关各方的共同需求。搭建会员之间沟通协商合作的

平台，促进各方共识的达成和规范的建立。制定并组织会员

签订、履行行业自律公约，提倡公平竞争，建立对违反自律

公约的处罚和反馈机制，维护沉浸式文旅产业共同利益。  

（三）组织开展对国内外沉浸式文旅发展情况的基础情

况调查，收集、汇总、分析、定期发布沉浸式文旅产业基本

数据并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研究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市场现状、

创新产品、问题及建议等内容并推出行业研究报告，供有关

各方参考。  

（四）协调沉浸式文旅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企业之间、

企业与社会、经营者与劳动者等各方的关系，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促进政、产、学、研、商互相连接，以达成共商共识

共赢，实现沉浸式文旅相关资源互补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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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中国促进国内外沉浸式文旅相关机构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为沉浸式文旅有关各方参与国际交往提供信息

和途径，积极促进中国沉浸式文旅业与国际接轨，提供相关

展览举办、会议组织、招商引资等服务。  

（六）根据沉浸式文旅产业发展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

持续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沉浸式文旅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七）承担政府有关部门授权或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  

五、工作架构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沉浸式文旅产业委员会设

会员代表大会、委员会、秘书处机构，其中，设会长 1 人，

副会长若干人，理事若干，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下设办

公室、会员服务部和研究中心 3个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