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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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酒吧连锁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

。报告介绍了酒吧连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酒吧连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酒吧连锁行

业的现状、中国酒吧连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酒吧连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

中国酒吧连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酒吧连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酒吧连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酒吧连锁定位及特征 

第一节 酒吧连锁定位 

一、服务种类定位 

二、文化诉求定位 

三、经营主体定位 

四、目标客户定位 

第二节 酒吧连锁行业特征 

一、行业发展历程 

二、行业规模经济特性 

三、行业经营模式特性 

四、行业壁垒特性 

第三节 酒吧连锁经营模式 

一、直营 

二、加盟 

三、混合 

第四节 酒吧连锁价值链 

一、酒吧餐厅 

二、主题酒吧 

三、清吧 

四、表演酒吧 

五、雪茄吧 



  

第二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行业运行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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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的酒品分析 

一、产品原料品种多，储存难度大 

二、产品生产时间短，生产量难以预测 

三、产品品种规格多，批量小 

四、业务技巧要求高，管理难度大 

第三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的销售特点分析 

一、销售量受活动场所的限制 

二、销售单位小，销售服务过程标准化 

三、销售毛利率高，资金周转快 

四、固定成本高，开支比重较大 

  

第三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政策环境分析 

一、政策环境综述 

二、新劳动法出台实施 

三、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四、酒吧行业规范 

五、政府相关部门对酒吧集中地的规范管理 

六、噪音污染防治政策 

七、观点：政策环境对酒吧连锁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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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八、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九、观点：经济环境对酒吧连锁行业的影响 

第三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社会环境研究 

一、中高收入阶层的出现且日益扩大 

二、中国生活成本上升，人力资源成本趋升 

三、中国民间资本力量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酒吧连锁经营人才缺乏 

五、现代青零零年社交活动现状及问题 

六、观点：社会环境对酒吧连锁行业的影响 

  

第四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市场亮点分析 

一、酒吧连锁发展十分迅速 

二、消费群体逐步壮大 

三、经营模式种类众多 

四、酒吧分布有明显的区位聚集特性 

五、连锁门店多集中于发达城市 

第二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市场规模分析 

一、中国高档酒品消费规模增长情况 

二、中国酒吧连锁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三、中国酒吧连锁企业数量及门店数量 

四、中国酒吧连锁品牌门店数量对比 

第三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的五大成功因素 

一、鲜明独特的经营风格 

二、准确的市场定位 

三、便利的地段 

四、良好的增值服务 

五、切合目标市场的文化营销 

第四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行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广泛的价格恶性竞争 

二、不正当乃至非法经营 

三、前期投入成本迅速增高 

四、营业额过于集中于啤酒项目 

五、明显的市场定位及竞争同质化 

  

第五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消费情况调研 

第一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主要消费状况分析 

一、酒水在酒吧消费品中的地位分析 

二、酒水吧啤酒供需分析 

三、酒吧酒水的消费价格分析 

四、酒吧酒水主要消费群体分析 

第二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消费者消费理念分析 

一、消费意识超前，追求时尚 

二、喜欢高档，消费水平高 

三、对酒吧和酒品牌都有较强的忠诚度 

第三节 2014-2015年中国塑造酒吧酒水品牌攻略分析 

一、重新认识酒吧啤酒制高点作用 

二、打造高端产品的旗舰品牌 

三、多方位创新品牌 

四、采取系统创新营销策略 

五、增强高端品牌的文化底蕴 

  

第六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市场消费者需求特征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酒吧连锁市场消费者需求动机分析 

一、消费者构成及特征 

二、消费动机研究的程序 

三、个人消费动机 

四、社会性消费动机 

五、消费者动机对酒吧连锁市场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酒吧连锁市场消费者需求变量分析 

一、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二、地理变量分析 

三、心理变量分析 

四、行为变量分析 

第三节 中国酒吧连锁市场消费者需求特征分析 

一、消费产品偏好 

二、消费品牌偏好 

三、消费渠道偏好 

四、消费环境偏好 

五、消费影响因素 

  

第七章 2014-2015年中国重点城市酒吧连锁市场与竞争研究 

第一节 北京 

一、商业环境地质战略研究 

二、北京酒吧消费市场规模预测 

三、北京酒吧的区位分布结构 

四、三里屯酒吧街定位现状及趋势 

五、什刹海酒吧街定位现状及趋势 

六、魏公村酒吧街定位现状及趋势 

七、北京酒吧的经营主题分布 

八、北京酒吧的消费价格分布 

九、北京酒吧连锁的竞争行为及格局分析 

十、北京酒吧消费者消费行为及特征分析 

十一、典型酒吧连锁企业竞争优劣势SWOT分析 

第二节 上海 

第三节 天津 

第四节 成都 

第五节 重庆 

第六节 广州 

第七节 深圳 

第八节 武汉 

第九节 大连 

第十节 重点城市市场对比分析 



一、市场发展阶段对比 

二、市场规模对比 

三、市场消费特性对比 

四、市场消费环境对比 

  

第八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细分市场深度剖析 

第一节 酒吧餐厅 

一、经营模式概述 

二、目标市场定位 

三、经营品类及策略 

四、音乐、文化诉求分析 

五、典型企业经营优劣势SWOT分析 

第二节 表演酒吧 

第三节 慢摇酒吧 

第四节 主题酒吧 

第五节 娱乐酒吧 

  

第九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市场竞争格局研究 

第一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业竞争总况 

一、酒吧进入多元化竞争时代 

二、酒吧竞争依靠风格别样 

三、连锁加盟酒吧竞争情况 

第二节 2014-2015年中国酒吧竞争力研究 

一、酒吧经营模式格局 

二、主要品牌及发展现状 

三、领先酒吧品牌向发达城市扩张 

四、酒吧连锁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 

五、各大酒吧连锁基本都有明确的竞争定位 

第三节 2016-2022年中国酒吧连锁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 2014-2015年中国酒吧连锁行业重点企业主体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阿伦故事咖啡酒吧 



一、公司简介 

二、营业规模 

三、经营模式及定位 

四、市场运作P分析 

五、连锁品牌化运作 

六、发展战略 

七、竞争力SWOT分析 

八、战略研究成果 

第二节 时尚天地国际酒吧连锁 

第三节 朗路酒吧 

第四节 爵色酒吧 

第五节 SKY酒吧连锁 

第六节 百度酒吧 

  

第十一章 2016-2022年中国酒吧连锁业新趋势探析 

第一节 2016-2022年中国酒吧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现代酒吧室内设计趋势 

二、酒吧经营特色趋势探讨 

三、酒吧消费新趋势探讨 

第二节 2016-2022年中国中小城市酒吧发展趋势分析 

一、超小型酒吧成新趋势 

二、酒吧的本土化 

三、开始注重文化的挖掘 

  

第十二章 2016-2022年中国酒吧连锁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中国酒吧连锁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酒吧业投资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二、中国酒吧连锁吸引力分析 

第二节 2016-2022年中国酒吧连锁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资金财务风险 

二、选址风险 

三、市场定位风险 



四、管理风险 

五、市场风险 

第三节 博思数据专家投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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