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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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连锁酒店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报告

介绍了连锁酒店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连锁酒店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连锁酒店行业的现

状、中国连锁酒店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连锁酒店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连

锁酒店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连锁酒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连锁酒

店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连锁酒店行业发展背景综述 

1.1 连锁酒店行业概述 

1.1.1 连锁酒店的概念分析 

1.1.2 连锁酒店的特性分析 

1.1.3 连锁酒店的产品分类 

1.2 中国连锁酒店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2.1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现状 

2）国际宏观经济展望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国内宏观经济现状 

2）国内宏观经济展望 

1.2.2 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相关标准 

（2）行业相关政策 

（3）行业发展规划 

1.2.3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对酒店行业的影响 

（3）居民生活方式变迁分析 

1）休闲消费呈上升趋势 



2）低碳消费的生活方式 

3）对酒店行业的影响 

（4）节假日制度发展分析 

1）节假日制度的变化 

2）对酒店行业的影响 

（5）婚宴市场对酒店业影响 

1.3 中国连锁酒店行业发展机遇与威胁分析 

  

第二章 中国酒店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2.1 中国酒店行业供给与需求分析 

2.1.1 酒店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1）酒店行业供给规模分析 

（2）酒店行业供给结构分析 

2.1.2 酒店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1）酒店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2）酒店行业需求结构分析 

2.2 中国酒店行业经营现状分析 

2.2.1 酒店行业发展整体概况 

2.2.2 酒店行业经营状况分析 

（1）星级酒店市场总体经营分析 

（2）不同星级酒店经营指标分析 

（3）不同地区酒店经营情况分析 

2.2.3 酒店行业客源结构分析 

（1）客源国/地区结构分析 

（2）客源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2.2.4 酒店行业资本运营分析 

2.2.5 酒店市场品牌格局分析 

2.3 中国酒店行业收益管理分析 

2.3.1 酒店行业发展收益管理背景 

2.3.2 酒店行业收益管理流程分析 

（1）定价策略多样化 

（2）市场需求精确化 



（3）渠道管理多元化 

2.3.3 酒店行业收益管理人才分析 

2.3.4 酒店行业收益管理工具分析 

2.3.5 酒店行业收益管理发展趋势 

2.4 中国酒店行业发展前景与策略 

2.4.1 中国酒店行业发展前景 

（1）酒店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2）度假酒店发展前景广阔 

（3）小型酒店发展前景广阔 

（4）会展型酒店的发展前景 

2.4.2 酒店业集群发展策略分析 

（1）集群内酒店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2）酒店集群直接经济因素竞争分析 

（3）酒店集群非直接经济因素竞争分析 

  

第三章 中国连锁酒店行业市场运营分析 

3.1 连锁酒店整体市场运营分析 

3.1.1 连锁酒店行业发展历程简析 

3.1.2 连锁酒店整体市场供求分析 

3.1.3 连锁酒店整体市场品牌竞争 

3.1.4 连锁酒店整体市场发展特点与趋势 

（1）国企改革优化连锁酒店经营模式 

（2）经济型连锁酒店转战中端市场 

（3）中企连锁酒店海外投资收购此起彼伏 

（4）&ldquo;互联网+&rdquo;助力连锁酒店营销多元化 

3.2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运营分析 

3.2.1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定位分析 

3.2.2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供给分析 

3.2.3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需求分析 

3.2.4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品牌竞争 

3.2.5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盈利模式 

3.2.6 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模式 



（1）国际经验：加盟是经济型酒店业态发展的主流模式 

（2）未来经济型酒店加盟模式分析 

3.3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运营分析 

3.3.1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定位分析 

3.3.2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供给分析 

3.3.3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需求分析 

3.3.4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品牌竞争 

3.3.5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盈利模式 

3.3.6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模式 

3.4 高端型连锁酒店市场运营分析 

3.4.1 高端型连锁酒店市场定位分析 

3.4.2 高端型连锁酒店市场供给分析 

3.4.3 高端型连锁酒店市场需求分析 

3.4.4 高端型连锁酒店市场品牌竞争 

3.4.5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盈利模式 

3.4.6 中端型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模式 

  

第四章 中国连锁酒店关联行业市场分析 

4.1 旅游业对连锁酒店行业影响分析 

4.1.1 旅游市场对连锁酒店影响 

4.1.2 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现状 

（1）国内旅游人数 

（2）国内旅游收入 

（3）国内旅游人均花费 

（4）国内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4.1.3 入境旅游市场发展现状 

（1）入境旅游接待人数 

（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 

（3）入境旅游客源情况 

4.1.4 旅游业发展前景预测 

4.2 会展业对连锁酒店行业影响分析 

4.2.1 会展业对连锁酒店影响 



4.2.2 会展业发展现状分析 

4.2.3 会展业发展趋势分析 

4.3 餐饮业对连锁酒店行业影响分析 

4.3.1 餐饮业对连锁酒店影响 

4.3.2 餐饮业发展现状分析 

（1）餐饮业收入情况 

（2）餐饮业集中度分析 

（3）餐饮百强企业经营分析 

4.3.3 餐饮业发展趋势分析 

4.4 房地产对连锁酒店行业影响分析 

4.4.1 房地产对连锁酒店影响 

4.4.2 房地产发展现状分析 

（1）房地产行业投资规模 

（2）房地产行业市场供给状况 

（3）房地产行业市场需求状况 

（4）房地产行业价格增长态势 

4.4.3 房地产发展前景预测 

  

第五章 中国重点区域连锁酒店市场分析 

5.1 北京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1.1 北京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1.2 北京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1.3 北京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北京旅游业发展分析 

（2）北京会展业发展分析 

（3）北京餐饮业发展分析 

（4）北京房地产发展分析 

5.1.4 北京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5.2 上海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2.1 上海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2.2 上海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2.3 上海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上海旅游业发展分析 

（2）上海会展业发展分析 

（3）上海餐饮业发展分析 

（4）上海房地产发展分析 

5.2.4 上海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5.3 广州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3.1 广州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3.2 广州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3.3 广州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广州旅游业发展分析 

（2）广州会展业发展分析 

（3）广州餐饮业发展分析 

（4）广州房地产发展分析 

5.3.4 北京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5.4 深圳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4.1 深圳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4.2 深圳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4.3 深圳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深圳旅游业发展分析 

（2）深圳会展业发展分析 

（3）深圳餐饮业发展分析 

（4）深圳房地产发展分析 

5.4.4 深圳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5.5 成都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5.1 成都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5.2 成都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5.3 成都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成都旅游业发展分析 

（2）成都会展业发展分析 

（3）成都餐饮业发展分析 

（4）成都房地产发展分析 

5.5.4 成都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5.6 重庆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6.1 重庆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6.2 重庆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6.3 重庆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重庆旅游业发展分析 

（2）重庆会展业发展分析 

（3）重庆餐饮业发展分析 

（4）重庆房地产发展分析 

5.6.4 重庆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5.7 昆明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5.7.1 昆明连锁酒店市场经营情况 

5.7.2 昆明连锁酒店市场竞争格局 

5.7.3 昆明连锁酒店关联市场分析 

（1）昆明旅游业发展分析 

（2）昆明会展业发展分析 

（3）昆明餐饮业发展分析 

（4）昆明房地产发展分析 

5.7.4 昆明连锁酒店市场发展前景 

  

第六章 中国连锁酒店行业标杆企业经营分析 

6.1 标杆经济型连锁酒店集团分析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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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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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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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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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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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1.6 东呈酒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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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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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1.8 玖玖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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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杭州住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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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酒店规模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1.10 银座旅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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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标杆中端型连锁酒店经营分析 

6.2.1 维也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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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6.2.2 全季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6.2.3 星程酒店 

（1）酒店发展概况 

（2）酒店规模分析 

（3）酒店市场定位 

（4）酒店市场占有率分析 

（5）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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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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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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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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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发展模式分析 

（6）酒店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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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连锁酒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建议 

7.1 连锁酒店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7.1.1 经济型连锁酒店发展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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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中端型连锁酒店发展前景预测 



7.1.3 高端型连锁酒店发展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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