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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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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

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abaogao.com/b/lvyou/X05043PW45.html

  报告价格：印刷版：RMB 8000 电子版：RMB 8000 印刷版+电子版：RMB 8200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免长话费) 010-80993963

  海外报告销售：010-80993963

  传真：               010-60343813

  Email：            sales@abaogao.com

  联系人：             刘老师 谭老师 陈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abaogao.com/b/lvyou/X05043PW45.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温泉度假是集温泉洗浴、住宿、餐饮、会务、健身、 温泉度假村 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场所。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温泉度假市场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温泉度假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温泉度假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温泉度假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温泉度假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温泉度

假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温泉度假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温

泉度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温泉度假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温泉旅游基础剖析

第一节温泉的历史回顾

一、温泉文化的起源及变迁

二、温泉度假旅游发展历程

第二节温泉旅游基本概述

一、温泉的成因与疗效

二、温泉的主要类型

三、温泉旅游基本构成因素

第三节温泉旅游攻略

 

第二章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旅游业概况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特征

二、中国旅游行业发展情况

三、中国区域旅游市场分析

四、旅游业与环境的发展关系

五、中国旅游业零售市场规模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2016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二、2017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三、2018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四、2019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五、2020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第三节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经济学分析

一、旅游资源作为产品的经济学特征

二、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机制分析

三、旅游资源开发中政府的合理定位

第四节中国旅游业面临的挑战分析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旅游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中国旅游资源产权问题探析

第五节中国旅游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采取的措施

二、中国旅游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三、应构建中国现代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四、促进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第三章 中国温泉度假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温泉度假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温泉度假业管理体制

二、旅游业政策法规分析

三、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

第三节温泉度假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年龄结构分析



二、居民收入水平分析

三、居民消费价格分析

四、中国城镇化率分析

五、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分析

 

第四章 中国温泉旅游模式与存在隐患分析

第一节温泉旅游模式

一、温泉+水游乐

二、温泉+高尔夫

三、温泉+滑雪场

四、温泉+综合游乐

第二节温泉旅游开发模式

一、温泉旅游开发总体模式

二、&ldquo;特色温泉+景区&rdquo;

三、&ldquo;温泉+会议休闲&rdquo;

四、&ldquo;温泉+康复疗养&rdquo;

五、&ldquo;温泉+生态农庄&rdquo;

六、&ldquo;温泉+旅游地产&rdquo;

第三节温泉旅游三大隐忧

一、缺乏特色

二、缺乏规范

三、缺乏保护

 

第五章2020年中国温泉旅游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各地名泉介绍

一、全球十个城市的别致温泉

二、&ldquo;赤城&rdquo;关外第一泉

三、北京昌平小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第二节中国温泉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一、温泉旅游渐成旅游时尚首选

二、温泉聚集效应与城市化模式

三、温泉旅游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四、中国温泉旅游的发展走向分析

第三节中国温泉旅游行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一、缺少温泉文化建设

二、缺乏可持续发展观

三、温泉真实性衰减

四、旅游产品设计的同质化，开发模式落后

五、缺乏打造品牌、整体宣传、营销的意识

 

第六章 中国温泉旅游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中国温泉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探讨

一、温泉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二、温泉旅游产业症结凸显

三、温泉旅游产品多自产自销

四、以文化经营为主导

第二节2020年中国温泉旅游行业运行形势研究

一、急待旅游温泉标准出台

二、两岸温泉业联手开发海峡旅游

三、温泉旅游产业亟待转型升级

第三节温泉旅游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

一、温泉发展变化

二、市场

三、定位

四、产品

第四节水上乐园行业发展情况介绍

一、投资水上乐园项目注意事项

二、水上乐园行业的国家标准

三、水上乐园的营销推广工作

四、国内知名水上乐园项目介绍

（一）广州长隆水上乐园

（二）深圳欢乐谷玛雅水公园

（三）北京温都水城

（四）北京欢乐水魔方水上乐园



 

第七章 中国温泉旅游行业重点地区分析--广东

第一节广东温泉旅游业发展分析

一、温泉资源分布概况分析

二、温泉旅游业的基本特征

三、温泉旅游业开发现状

四、温泉旅游业发展前景

第二节广东温泉旅游业存在问题及策略目标

一、温泉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温泉旅游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四、温泉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目标

五、温泉旅游产业升级基本路径

六、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章 中国温泉旅游行业重点地区分析--青岛

第一节青岛温泉旅游行业发展概述

一、青岛温泉资源的分布状况

二、青岛温泉旅游业发展现状

三、青岛温泉旅游业发展优势

第二节青岛温泉旅游市场发展研究

一、青岛温泉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外温泉旅游发展模式借鉴

三、青岛温泉旅游业发展模式分析

四、青岛温泉旅游业发展途径分析

第三节青岛温泉旅游业发展策略分析

 

第九章 中国温泉旅游行业重点地区分析--其它地区

第一节江西省

一、温泉旅游资源概况

二、温泉旅游开发现状

三、温泉旅游开发空间布局



四、温泉旅游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云南省

一、温泉资源概况分析

二、温泉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三、温泉旅游发展优势分析

四、温泉旅游开发前景分析

第三节福建省

一、温泉旅游发展现状

二、温泉旅游swot分析

三、温泉旅游开发总体布局

四、温泉旅游发展前景分析

第四节辽宁省

一、温泉旅游发展现状

二、温泉旅游swot分析

三、辽阳弓长岭温泉项目

四、温泉旅游发展前景分析

第五节西藏区

一、温泉资源概况分析

二、温泉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三、温泉旅游开发策略分析

第六节湖北咸宁

一、温泉资源概况分析

二、温泉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三、温泉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四、温泉旅游发展策略分析

第七节甘肃通渭

一、温泉资源概况分析

二、温泉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三、温泉旅游发展前景分析

 

第十章 中国旅游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旅游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水平概述

二、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分析

三、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劣势分析

四、提升我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主要对策

第二节中国旅游业市场竞争概况

一、中国旅游业产业竞争力的现状

二、中国旅游市场价格竞争过度

三、旅游市场个性化竞争分析

四、旅行社品牌竞争分析

第三节旅游业的人才竞争探讨

一、旅游业人才竞争的层次

二、旅游业人才竞争的特点

三、旅游业人才竞争的策略

第四节中国旅游业的竞争战略

一、中国内资旅行社的市场竞争战略

二、旅游景区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三、提升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策略

四、增强旅游企业的竞争力分析

五、科技成为旅游业未来的竞争力

 

第十一章 中国温泉度假圣地运营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广东从化碧水湾温泉度假村

一、景区基本情况

二、景区温泉特点

三、景区配套设施

四、景区运营评价

第二节广东中山温泉宾馆

一、景区基本情况

二、景区温泉特点

三、景区配套设施

四、景区运营评价

第三节广州金山温泉度假村



一、景区基本情况

二、景区温泉特点

三、景区配套设施

四、景区运营评价

第四节海南滨海温泉酒店

一、景区基本情况

二、景区温泉特点

三、景区配套设施

四、景区运营评价

第五节温泉度假圣地-九华山庄

一、景区基本情况

二、景区温泉特点

三、景区配套设施

四、景区运营评价

第六节恩平帝都温泉旅游区

一、景区基本情况

二、景区温泉特点

三、景区配套设施

四、景区运营评价

 

第十二章2020年中国旅游业的信息化发展分析

第一节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意义

一、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产业

二、信息化保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三、实现旅游经营管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四、拓展了现代旅游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功能

第二节旅游业信息化发展分析

一、我国旅游信息化的发展现状与形势

二、旅游信息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三、&ldquo;十四五&rdquo;我国旅游信息化的发展目标

四、&ldquo;十四五&rdquo;旅游信息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第三节国内旅游产业信息化的服务需求



一、个性化旅游需要信息咨询服务

二、旅游电子商务亟需综合服务平台

三、联盟化经营需要大网络支持

第四节各地区旅游信息化建设情况

一、贵州旅游信息化的建设现状

二、广东旅游业实施信息化技术新工程

三、云南积极推动旅游产业信息化

四、温州全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

五、安徽旅游信息化发展现状及目标方向

第五节旅游行业信息化发展对策分析

一、强化旅游信息化技术创新

二、完善旅游信息化基础建设

三、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务能力

四、加快旅游信息化人才培养

五、完善旅游信息化相关制度建设

六、旅游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措施

 

第十三章2022-2028年中国温泉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与趋势

第一节2022-2028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中国将成最

二、中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将提速

三、竞争将加速旅游企业整合重组

四、高端旅游成未来新的旅游热点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温泉旅游业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一、温泉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分析

二、温泉旅游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温泉旅游产业竞争趋势分析

四、温泉旅游产业需求前景分析

 

第十四章2022-2028年中国温泉旅游业的投资分析 

第一节投资环境分析

一、&ldquo;十四五&rdquo;中国投资趋势预测



二、未来旅游业企业政策优惠预期

三、我国旅游业市场投资前景良好

四、高铁对我国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二节温泉旅游行业投资特性

一、温泉旅游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二、温泉旅游产业投资壁垒分析

三、温泉旅游产业投资收益分析

第三节投资机会分析

一、我国温泉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

二、我国温泉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三、温泉旅游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第四节温泉旅游投资风险及建议

一、产业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市场需求风险

四、经营管理风险

五、自然灾害风险

第五节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温泉旅游投资策略

一、投资风险规避策略分析

二、产品开发模式创新策略

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策略

四、开发企业融资策略分析

五、开发企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1 中国温泉旅游发展历程分析 

图表 2 温泉形成的两种主要方式 

图表 3 温泉的主要类型分析 

图表 4 温泉资源利用价值评价体系 

图表 5 2022-2028年国内旅游情况 

图表 6 2022-2028年我国外国入境游各区域人数规模统计 

图表 7 2022-2028年中国旅游零售市场规模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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