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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医疗旅游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医疗旅

游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医疗旅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医疗旅游行业的现状、中国医疗

旅游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医疗旅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医疗旅游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医疗旅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医疗旅游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我国是旅游资源大国，同时又拥有以中医药为特色的极为丰富的医疗资源。随着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国民收入增加，带薪年假制度的落实，旅游发展逐步从单纯的观光旅游转型为观

光、休闲、度假、复合体验旅游，加之新医改的出台，这些都为我国医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和坚实的保障。

     目前，海南、广东、北京、四川等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医疗旅游的发展。例如，

海南提出了打造国家级中医康复保健旅游示范基地的计划，并开始打造&ldquo;医疗健康养生

天堂&rdquo;。预计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将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我国面临着加快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发展以康复疗

养为主要内涵的医疗保健旅游新型产业，将成为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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