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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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客户端游戏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客户

端游戏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客户端游戏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客户端游戏行业的现状、

中国客户端游戏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客户端游戏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客

户端游戏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客户端游戏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客

户端游戏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客户端游戏，是2012年相对于&ldquo;网页游戏&rdquo;所产生的新名词，全称是&ldquo;客户

端游戏&rdquo; ，即是传统的依靠下载客户端，在电脑上进行游戏的网络游戏。

     2017年国内客户端游戏产业发展较快，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648.6亿元，同比增长 11.4%，增

速在连续三年下降后首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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