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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从2017年和2018年全球各国游艇订单持有量情况来看，意大利仍然是全球最大游艇制造国家

，2018年度，游艇订单数量达到353艘，订单总长度达到42461英尺，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全球

前五大豪华游艇生产国家和地区依然是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德国、台湾和英国

。2017-2018年全球前五大游艇生产国订单生产量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游艇市场深度分析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游艇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游艇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游艇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游艇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游艇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游艇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游艇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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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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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2016-2018年厦门市游艇产业发展分析

一、台资助推厦门游艇产业发展

二、厦门推行游艇&ldquo;驾照&rdquo;考试

三、福建首个境外游艇码头将落户厦门

四、厦门游艇产业的发展优势

五、厦门发展游艇产业面临的问题

六、厦门游艇产业的发展对策

第六节2016-2018年海南省游艇业发展分析

一、海南省游艇管理试行办法

二、海南或成国内游艇业发展风向标

三、政策保障海南游艇企业健康发展

四、海南省发展游艇业的条件分析

五、海南省发展游艇业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六、海南省游艇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七、海口市发展游艇经济的措施和建议

 

第十章 2016-2018年中国其它地区游艇产业分析

第.一节2016-2018年环渤海区域游艇产业发展概况

一、环渤海区域游艇产业发展优势

二、环渤海区域游艇产业现状市场

三、环渤海区域游艇产业市场需求

四、环渤海区域游艇产业发展机遇与问题

第二节2016-2018年重庆三峡库区游艇业发展分析

一、三峡库区游艇经济发展概况

二、三峡库区发展游艇经济的可能性

三、培育和发展三峡库区游艇经济的基本构想

四、培育和发展三峡库区游艇经济的对策措施

第三节2016-2018年其它地区游艇业发展分析



一、海峡两岸游艇经济分析

二、大连游艇产业迅速发展

三、香港游艇业发展状况

 

第十一章 2016-2018年中国游艇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2016-2018年中国游艇业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世界主要游艇建造国家

二、世界奢华游艇企业在华发展情况

三、海内外游艇企业展开竞争

四、主要游艇建造厂商及市场份额

第二节2016-2018年中国游艇业项目建设分析

一、惠州拟建游艇产业园

二、蓬莱阁引入国际豪华游艇项目

三、中澳皇家游艇城项目落户天津滨海新区

四、神湾游艇会项目于中山动工

五、海口新埠岛项目进入新的开发阶段

六、汕头兴建游艇旅游基地

第三节2016-2018年中国游艇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二章 2016-2018年中国游艇业制造企业竞争性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节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 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 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厦门瀚盛游艇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四节平湖东昌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五节上海宝岛游艇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六节上海红双喜游艇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七节大庆游艇（深圳）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八节厦门唐荣游艇工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 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十三章　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2021-2027年世界游艇业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一、世界游艇产业展望



二、世界游艇市场发展趋势

三、中国助推世界游艇行业复苏

第二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中国游艇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二、中国游艇产业未来发展展望

三、中国游艇行业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

第三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一、2021-2027年中国娱乐及运动船建造及修理行业规模预测

二、2021-2027年中国游艇行业规模预测

三、2021-2027年中国游艇行业需求预测

四、2021-2027年中国游艇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第十四章　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投资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游艇产业步入最好发展时期

二、影响游艇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三、影响游艇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二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发展游艇产业的条件已成熟

二、中国游艇投资热潮此起彼伏

三、游艇产业发展要动力更要持久力

四、游艇投资商机突显

第三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设计和研发壁垒

二、非标准化的制造壁垒

三、技术和人才壁垒

四、资金规模壁垒

五、管理能力壁垒

六、资质和质量控制要求

第四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环境风险

二、游艇行业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配套需求风险

五、技术研发风险

第五节2021-2027年中国游艇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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