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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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旅游客车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旅游客车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旅游客车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旅游客车行业的现状、中国旅游客车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旅游客车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旅游客车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旅游客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旅游客车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旅游客车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旅游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成为

人们更加普遍的娱乐方式。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增强，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

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然而旅游客车市场占总的

大中客市场比例并不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导致旅游客车市场的发展对整个客车市场并没

有很大影响。

    按照车辆长度分级：微型客车&mdash;&mdash;长度3.5m以下；轻型客车&mdash;&mdash;长

度3.5～7m；中型客车&mdash;&mdash;长度7～10m；大型客车&mdash;&mdash;长度10～12m；

特大型客车&mdash;&mdash;包括铰接式客车（车辆长度大于12m）和双层客车（长度10～12m

）两种。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旅游客车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表明：我国客车

近十年产量数据统计，同比下降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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