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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旅游保险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旅游保

险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旅游保险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旅游保险行业的现状、中国旅游

保险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旅游保险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旅游保险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旅游保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旅游保险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旅行保险是指针对出国旅行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除疾病、外科手术、自杀、战事变

乱、职业性运动竞赛与故意行为外）所导致的一切意外死伤事故所做的保障，一般皆可获得

保险公司理赔。其特点是保障旅游安全，责任全面，保障高。旅游保险主要产品有游客意外

伤害保险、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旅游救助保险和旅游求援保险，其

中前三种为基本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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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