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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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室内主题乐园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室内主题乐园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室内主题乐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室内主题乐园

行业的现状、中国室内主题乐园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室内主题乐园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室内主题乐园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室内主题乐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8年是主题娱乐行业里程碑式的一年。《2018全球主题景点游客报告》显示，全球十大主

题乐园集团游客总量有史以来首次突破5亿人次，相当于全球人口的7%。作为全球最知名的

主题乐园集团&mdash;&mdash;迪士尼集团以18年接待1.57亿人次的表现继续稳坐全球主题乐园

集团排名榜首，几乎相当于第2~4名客流量总和。在前十名榜单中中国公司占有3席，分别为

中国华侨城集团、华强方特及长隆集团，排名分别在第4至第6位。  全球排名前10位的主题乐

园集团                           公司名称             变化             2018年游客量（人）             2017年游客量（人） 

                             迪士尼集团             4.9%             157311000             150014000                               默林娱乐

集团             1.5%             67000000             66000000                               环球影城娱乐集团             1.2%          

  50068000             49458000                               中国华侨城集团             15.1%             49350000            

42880000                               华强方特             9.3%             42074000             38495000                               长隆

集团             9.6%             34007000             31031000                               六旗集团             5.3%            

32024000             30420000                               雪松会娱乐公司             0.7%             25912000            

25723000                               海洋世界娱乐集团             8.6%             22582000             20798000                        

      团员公园集团             1.5%             20900000             20600000                               17-18年全球排名前10

位的主题乐园集团总游客量及增长率             5.4%             501228000             475767000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章 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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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室内主题乐园市场特征分析

 一、产业关联度

 二、影响需求的关键因素

 三、国内和国际市场

 四、主要竞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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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室内主题乐园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调研

 三、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调研

 四、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 我国室内主题乐园所属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我国室内主题乐园所属行业发展现状

         2018年我国已建成开业的部分主题乐园表现不俗。中华恐龙园在2018年破纪录取得28%游

客量增长，华强方特依靠其在2017年新开业的两个主题公园，取得9%的游客量增长率，长隆

集团的两个主题乐园游客接待量增速均在10%以上。

 亚太地区排名前20的娱乐/主题乐园                           公园，所在国家（地区）和城市             变化    

        2018年游客量（人）             2017年游客量（人）                               东京迪士尼乐园，日本，东

京             7.9%             17907000             16600000                               东京迪士尼海洋，日本，东京            

8.5%             14651000             13500000                               日本环球影城，日本，大阪             -4.3%           

 14300000             14935000                               上海迪士尼乐园，中国，上海             7.3%            

11800000             11000000                               长隆海洋王国，中国，珠海             10.6%             10830000   

         9788000                               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特别行政区             8.1%             6700000            

6200000                               乐天世界，韩国，首尔             -11.2%             5960000             6714000                 

             长岛温泉乐园，日本，桑名市             -0.2%             5920000             5930000                               爱

宝乐园，韩国，京畿道             -7.3%             5850000             6310000                               海洋公园，香港

特别行政区             0.0%             5800000             5800000                               长隆欢乐世界，中国，广州   

         11.9%             4680000             4181000                               新加坡环球影城，新加坡             4.3%           

 4400000             4220000                               中华恐龙园，中国，常州             27.9%             4106000            

3210000                               世界之窗，中国，深圳             0.3%             3990000             3980000                     

         欢乐谷，中国，北京             0.8%             3980000             3950000                               欢乐谷，中国



，深圳             0.3%             3910000             3900000                               方特欢乐世界，中国，郑州            

-0.5%             3800000             3819000                               方特东方神画，中国，宁波             -2.3%            

3740000             3827000                               东部华侨城，中国，深圳             -7.1%             3680000            

3960000                               欢乐谷，中国，成都             4.4%             3100000             2970000                          

    17~18年亚太排名前20主题公园总游客量及增长率             3.6%             139104000             134224000

               

 一、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品牌发展现状

 二、室内主题乐园行业消费市场现状

 三、室内主题乐园市场消费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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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下游产业分析

 一、发展现状

 二、发展趋势预测

 三、市场现状分析

 四、行业新动态及其对室内主题乐园行业的影响



 五、行业竞争状况及其对室内主题乐园行业的意义

 

 第三部分 行业竞争格局

 第八章 室内主题乐园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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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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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客户议价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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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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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22-2028年影响室内主题乐园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分析

 四、2022-2028年我国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五、2022-2028年我国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第四节 室内主题乐园行业投资前景及控制策略分析

 一、2022-2028年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22-2028年室内主题乐园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22-2028年室内主题乐园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22-2028年室内主题乐园行业投资者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22-2028年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六、2022-2028年室内主题乐园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第十四章 投资建议

 第一节 行业研究结论

 第二节 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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