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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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酒店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报告介绍

了酒店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酒店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酒店行业的现状、中国酒店行业

竞争格局、对中国酒店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酒店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酒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酒店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酒店是在古时候的&ldquo;亭驿&rdquo;、&ldquo;客舍&rdquo;和&ldquo;客栈&rdquo;的基础

上，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技术和交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现代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世界旅游、商务的兴旺，酒店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是越来

越豪华、越来越现代化。 

     近年来，我国酒店行业发展速度较快，主要受益于酒店行业自身的服务不断提高以及旅游

行业的发展，推动酒店行业市场需求不断扩大。2012年国内新开业的星 级酒店数为214家，与

上年相比新开业星级酒店总数增加了22家，增幅11%。从星级来看，五星级酒店开业数量占

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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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权式酒店行业客户群体分析 

（6）中国产权式酒店市场环境分析 

（7）产权式酒店的经营模式分析 

（8）中国产权式酒店存在的问题 

（9）产权式酒店发展可行性分析 

（10）中国产权式酒店发展对策 

（11）中国产权式酒店投资前景预测 

（12）中国产权式酒店消费前景预测 

  

第7章：酒店行业区域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7.1 北京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1.1 北京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北京旅游业发展状况 

（2）北京会展业发展状况 

（3）北京餐饮业发展状况 

（4）北京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1.2 北京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1.3 北京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1.4 北京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2 上海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2.1 上海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上海旅游业发展状况 

（2）上海会展业发展状况 

（3）上海餐饮业发展状况 

（4）上海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2.2 上海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2.3 上海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2.4 上海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3 广州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3.1 广州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广州旅游业发展状况 

（2）广州会展业发展状况 

（3）广州餐饮业发展状况 

（4）广州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3.2 广州星级酒店经营情况 

7.3.3 广州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3.4 广州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4 深圳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4.1 深圳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深圳旅游业发展状况 

（2）深圳会展业发展状况 

（3）深圳餐饮业发展状况 



（4）深圳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4.2 深圳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4.3 深圳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4.4 深圳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5 亚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5.1 亚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三亚旅游业发展状况 

（2）三亚会展业发展状况 

（3）三亚餐饮业发展状况 

（4）三亚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5.2 亚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5.3 亚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5.4 亚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6 东莞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6.1 东莞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东莞旅游业发展状况 

（2）东莞会展业发展状况 

（3）东莞餐饮业发展状况 

（4）东莞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6.2 东莞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6.3 东莞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6.4 东莞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7 重庆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7.1 重庆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重庆旅游业发展状况 

（2）重庆会展业发展状况 

（3）重庆餐饮业发展状况 

（4）重庆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7.2 重庆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7.3 重庆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7.4 重庆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8 西安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8.1 西安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西安旅游业发展状况 

（2）西安会展业发展状况 

（3）西安餐饮业发展状况 

（4）西安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8.2 西安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8.3 西安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8.4 西安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9 厦门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7.9.1 厦门酒店业关联行业分析 

（1）厦门旅游业发展状况 

（2）厦门会展业发展状况 

（3）厦门餐饮业发展状况 

（4）厦门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7.9.2 厦门酒店行业经营情况 

7.9.3 厦门酒店行业竞争格局 

7.9.4 厦门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第8章：酒店企业海外市场扩张分析 

8.1 国际酒店行业发展趋势 

8.1.1 国际酒店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国际酒店行业市场发展概况 

（2）国际酒店市场服务价格分析 

（3）区域酒店市场服务价格分析 

8.1.2 全球酒店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1）不同类型酒店竞争格局 

（2）不同经营模式酒店竞争格局 

8.1.3 国际酒店集团体制特点分析 

8.1.4 国际酒店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8.2 中国酒店品牌海外扩张分析 

8.2.1 中国酒店品牌海外市场布局分析 

（1）开元酒店进驻德国市场 



（2）格林豪泰进驻东南亚市场 

（3）锦江拓展欧洲酒店市场 

（4）如家瞄准东南亚中高端酒店市场 

（5）绿地在马来西亚投资酒店地产项目 

（6）铂涛酒店集团进军海外市场 

（7）锦江之星韩国首尔开首家特许经营单店 

8.2.2 中国酒店品牌海外市场投资机会 

8.2.3 中国酒店品牌海外市场投资策略 

（1）品牌联盟模式 

（2）特许经营模式 

（3）重资产模式 

8.3 主要国家酒店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8.3.1 美国酒店市场投资分析 

（1）美国酒店市场发展现状 

1）美国酒店业发展历程 

2）美国酒店物业特征分析 

3）美国酒店业经营现状 

（2）美国酒店市场投资机会 

8.3.2 法国酒店市场投资分析 

（1）法国酒店市场发展现状 

（2）法国酒店市场投资机会 

8.3.3 德国酒店市场投资分析 

（1）德国酒店市场发展现状 

（2）德国酒店市场投资机会 

8.3.4 缅甸酒店市场投资分析 

（1）缅甸酒店市场发展现状 

（2）缅甸酒店市场投资机会 

  

第9章：酒店行业标杆企业经营分析 

9.1 经济型连锁酒店 

9.1.1 如家酒店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2 铂涛酒店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3 华住酒店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利润分析 

2）资产负债分析 

3）现金流量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4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9.1.5 格林豪泰酒店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6 杭州住友酒店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3）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4）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7 城市便捷酒店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8 速8酒店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1.9 尚客优连锁酒店管理集团 

（1）企业主要发展概况 

（2）企业市场定位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主要品牌分析 

（5）企业发展规模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2 中端酒店连锁品牌 

9.2.1 维也纳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入住率分析 

（4）酒店客房数分析 

（5）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6）酒店经营成果分析 

（7）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9.2.2 全季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4）酒店经营成果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2.3 星程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2.4 山水时尚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2.5 锦江都城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2.6 富驿时尚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2.7 和颐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2.8 南苑e家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2.9 首旅京伦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2.10 君亭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3 高端酒店连锁品牌 

9.3.1 锦江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4）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3.2 金陵饭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经营状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3.3 首旅建国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4）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3.4 碧桂园凤凰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3.5 世纪金源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4）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9.3.6 华天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经营状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3.7 阳光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设施分析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3.8 维景国际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9.3.9 开元大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经营状况分析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第10章：博思数据对酒店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分析 



10.1 酒店行业发展趋势 

10.1.1 不同细分领域发展趋势 

10.1.2 酒店企业并购重组趋势 

10.1.3 酒店市场顾客需求趋势 

10.1.4 酒店产品模式与设计趋势 

10.1.5 酒店政策监管扶持趋势 

10.2 酒店行业投资分析 

10.2.1 酒店行业投资特点分析 

10.2.2 酒店行业投资行为分析 

（1）基于理性预期分析 

（2）基于人的行为假定分析 

（3）基于中国特定环境分析 

（4）科学投资行为需考虑的原则 

（5）酒店业理性投资行为 

10.2.3 酒店行业细分市场投资分析 

（1）经济连锁酒店市场投资分析 

（2）旅游度假酒店市场投资分析 

10.2.4 酒店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1）酒店行业投资机遇分析 

（2）酒店行业投资动机分析 

（3）酒店投资需要注意的问题 

10.3 酒店行业融资分析 

10.3.1 酒店行业融资方式分析 

10.3.2 影响酒店融资的主要因素 

10.3.3 酒店行业融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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