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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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酒吧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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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中国酒吧业内，连锁模式的酒吧太多了，因为很多的投资商意识到了未来市场的发

展规律，逐步趋向于品牌连锁市场，而且是多元化的，不只是木质结构，也 不只是时尚现  代

的硬装模式，更不局限于某一种单纯的音乐模式，有很多概念主题酒吧会脱颖而出。多投资

商都想打造一种介与静吧和闹吧之间的酒吧模式。因市场消费群体的扩 大，人们素养  的提高

，消费需求也越高，对整个酒吧的服务，音乐，舒适度，文化，氛围都会上升。而没有进入

科学管理、没有细化、没有中心思想的酒吧慢慢的进入末法时期。 这条规律不但 是针对酒吧

，针对于整个服务娱乐行业。 

　　目前酒吧的竞争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元化。它们不局限 于单一的模式，包括酒吧的经营

路线、经营模式、市场定位、投资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目前我国的酒吧行业企业数量众多 

,到2014年年底，我国的酒吧和KTV行业的企业总数量已经达到了7万多家，其中酒吧企业的数

量占一半，而酒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仅仅只有一千多家，这一 千多家又以连锁型的企  业为主

要组成部分。全方位、多元化的经营，使酒吧分属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范围

。在整个酒吧市场中，它们各有长处，各有特点，也各自拥有不同 的生存空间。 

　　酒吧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有着第三产业的所有特 质，也有着自己的特色之处。同时

酒吧也属于小微企业，值得社会去关注，在国民经济中贡献者自己的力量。酒吧业的发展已  

经成为大众逐渐接受的休闲方式。但我国的酒吧业起步慢，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多少可以借鉴

的经验，因此，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酒吧不能长期持续的经营下去，酒吧 在经营过程中  也存

在着许多问题。2014年，我国酒吧业全年的消费额已达595亿元，而全国餐饮收入27860亿元，

占比2%.按这个速度，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国的酒 吧服务业市场份额将向千亿级 规模挺进，

酒吧产业市场将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 

　　立足在这个多元化的竞争环境中，如何根据自己的实 际、长处、特点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去确定自己的经营策略，经营方法和经营特色，使自己始终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就要  

保持不断变通，不断更新的经营方法。展望未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拉动，酒吧业仍然会保持

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 要求酒吧在经  营方



面必须下大的功夫把握主动权，开拓创新，以顾客需求、顾客体验为导向，设计、制作和销

售其产品和服务，进行特色经营，树立起鲜明形象，从而适应市场需 求。由于酒吧  的主题通

过酒吧的环境氛围和各方面的设施、员工的形象和行为方式、酒吧的管理制度等表现出来，

所以经营者要从这些方面通过努力以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 式为酒吧带来 全新的娱乐体

验，也为泡吧族们呈上形式新颖的享乐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整个酒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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