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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酒吧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报

告介绍了酒吧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酒吧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酒吧行业的现状、中国酒

吧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酒吧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酒吧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酒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酒吧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酒吧（Bar，Pub，Tavern） 是指提供啤酒、葡萄酒、洋酒、鸡尾酒等酒精类饮料的消费场

所。Bar多指娱乐休闲类的酒吧，提供现场的乐队或歌手、专业舞蹈团队、&ldquo;舞

女&rdquo;表演。高级的 Bar还有调酒师表演精彩的花式调酒。而Pub和tavern多指英式的以酒

为主的酒吧。  酒吧有很多类型和风格，既有最低档的&ldquo;潜水吧&rdquo;，也有为社会精

英人士提供娱乐的优雅场所。酒吧最初源于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西部酒馆，bar一词到16世 

纪才有&ldquo;卖饮料的柜台&rdquo;这个义项，后又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为提供娱乐表演等服

务的综合消费场所，约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夜店和酒吧不一样。夜店是 nightclub，常简

称club，酒吧是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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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2015年中国酒吧行业运行环境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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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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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2015年中国酒吧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酒吧经营法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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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015年中国酒吧行业运行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2015年中国酒吧业经营新亮点 

一、酒吧客流量大，销售服务随机性强 

二、酒吧规模小，对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高 

三、酒吧投资大，回报高 

四、酒吧经营利润高，控制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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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人体育场酒吧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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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三里屯酒吧街 

一、三里屯酒吧街地理位置介绍 

二、三里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 

四、三里屯酒吧特色分析 

第三节什刹海酒吧街 

一、什刹海酒吧街基本概况 

二、什刹海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 

四、什刹海酒吧街经营特色分析 

第四节星吧路酒吧街 

一、星吧路酒吧街基本概况 

二、星吧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星吧路酒吧街经营特色分析 

1、非洲、日本等异域风情 

2、拓宽酒吧业务&mdash;&mdash;舞会、k歌 

3、国内知名乐队、歌手、明星，定期举办一些现场音乐会、原创音乐大赛 

4、酒吧街东面&ldquo;比力必利&rdquo;是北京惟一一家非洲餐吧 

第五节大都酒吧街 

一、大都酒吧街基本概况 

二、大都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大都酒吧街经营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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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山子酒吧街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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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消费人群及消费水平分析 

四、衡山路酒吧街特色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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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雁荡路酒吧街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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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巨鹿路基本概况 

二、巨鹿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及消费现状 



四、巨鹿路酒吧街特色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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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天地酒吧街基本概况 

二、新天地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分析及消费现状 

四、新天地酒吧街经营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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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乐路基本概况 

二、长乐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长乐路酒吧街经营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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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仁路酒吧街基本概况 

二、铜仁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及消费现状 

四、铜仁路酒吧街经营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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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茂名南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及消费现状 

四、茂名南路酒吧街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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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广州酒吧业概况分析 

第二节沿江路酒吧街&mdash;&mdash;妖冶与妩媚多情 

一、沿江路地理位置介绍 

二、沿江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mdash;&mdash;本地的中青年白领阶层、国内外的游客 

四、沿江路酒吧街特色（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环市路酒吧街&mdash;&mdash;花园式享受 



一、环市路地理位置介绍 

二、环市路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mdash;&mdash;白领、外籍人士 

四、环市路酒吧街特色（竞争力）分析 

第四节芳村酒吧街&mdash;&mdash;---与狂野 

一、芳村地理位置介绍 

二、芳村酒吧街规模分析 

三、主要消费人群&mdash;&mdash;当地人及珠三角经济收入稳定人士 

四、芳村酒吧街特色（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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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体育馆&ldquo;第五大街?酒吧街&rdquo; 

第五节华强北&ldquo;京华风情酒吧街&rdquo; 

第六节九坊街欧陆风情的酒吧街 

第七节盐田大梅沙酒吧街 

第十节深圳酒吧业投资投资优势及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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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葡萄酒行业现状 

二、葡萄酒消费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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