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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夜间旅游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夜

间旅游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夜间旅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夜间旅游行业的现状、中国

夜间旅游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夜间旅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夜间旅游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夜间旅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夜间旅游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推动夜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2017年11月，南京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2019年8月，成都市印发《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行动计划

》;2019年11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2019

年4月，《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北京市也于7月发布《北京市关于进

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和《通州区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

的工作方案》，同时拉动主城区和副中心的夜经济发展&hellip;&hellip;

     尽管夜间活动不止于吃喝玩乐，但夜间经济效益最直接最主要还是来源于人们的&ldquo;吃

喝玩乐&rdquo;消费。比如全球赛事&ldquo;世界杯&rdquo;，就给国内熬夜看球的球迷们一次

大型贡献夜间经济的机会。

     根据美团外卖公布的数据，2019年世界杯首日当晚共送出超过28万瓶啤酒和153万只小龙虾

，男性下单用户占据60%。分省份看，新疆夜宵增幅达33.8%居全国首位，云南、辽宁紧随其

后，增幅分别为33.2%和31.2%，其余增幅前十省份为：宁夏（30.3%）、海南（28.5%）、内

蒙古（28.5%）、黑龙江（27.4%）、吉林（26.6%）、贵州（23.4%）和北京（22.8%）。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夜间旅游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5-2019年期间我国旅游收入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增速波动放缓。2019年我国旅游收入

近6.52亿元，同比增长9.21%。2015-2019年中国旅游收入及增速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旅游收入(万亿元)   4.1   4.7   5.4   6   6.5       增速（%）   　   13.56   15.14   10.56  

9.21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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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元业态发展的格局，在推进消费升级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

     2019年5月，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旅游消费监测中心发布的《2019年&ldquo;五一&rdquo;旅

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17-2019年，游客夜间旅游参与度逐年提高、消费逐步走旺。2019

年&ldquo;五一&rdquo;，游客夜间消费金额占到全天的29.92%，夜间旅游已成为游客感知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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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携程、驴妈妈等旅游平台夜游产品订单稳步增长。随着旅游消费的日益多元和旅游

供给的提质挖潜， 加上全国各地频频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政策文件，夜间游正吸引越来越

多游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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