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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四川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6 吉林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6.1 吉林省旅游资源概况

7.6.2 吉林省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6.3 吉林省房地产市场运营情况

7.6.4 吉林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6.5 吉林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7 安徽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7.1 安徽省旅游资源概况

7.7.2 安徽省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7.3 安徽省房地产市场运营情况

7.7.4 安徽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7.5 安徽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8 贵州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8.1 贵州省旅游资源概况

7.8.2 贵州省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8.3 贵州省房地产市场运营情况

7.8.4 贵州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8.5 贵州省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9 杭州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9.1 杭州市旅游资源概况

7.9.2 杭州市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9.3 杭州市房地产市场现状

7.9.4 杭州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9.5 杭州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10 青岛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10.1 青岛市旅游资源概况

7.10.2 青岛市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10.3 青岛市房地产市场现状

7.10.4 青岛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10.5 青岛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11 大连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11.1 大连市旅游资源概况

7.11.2 大连市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11.3 大连市房地产市场现状

7.11.4 大连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11.5 大连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7.12 上海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分析

7.12.1 上海市旅游资源概况

7.12.2 上海市旅游业现状与规划

7.12.3 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现状

7.12.4 上海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政策

7.12.5 上海市旅游综合体开发潜力

 

第八章 中国旅游综合体投资开发企业运营分析

8.1 大型旅游企业

8.1.1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特色服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1.2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特色服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与并购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1.3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8.1.4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经营策略及发展战略分析

8.1.5 杭州宋城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与并购分析

8.1.6 杭州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1.7 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1.8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4）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1.9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1.10 安徽省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1.11 大连海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4）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 地产投资开发商

8.2.1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2.2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2.3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与并购分析

8.2.4 深圳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与并购分析

（8）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2.5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7）企业投资与并购分析

（8）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

8.2.6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7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8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5）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9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4）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8.2.10 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旅游综合体项目分析

（4）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 中国旅游综合体发展趋势与投融资分析

9.1 旅游综合体开发前景分析

9.2 旅游综合体发展的未来趋势

9.2.1 旅居一体新型生活方式成为主流

9.2.2 文化振兴促进文化主题日益明显

9.2.3 市场细分产品走向多元发展格局

9.2.4 大型企业成为旅游综合体开发主力

9.3 旅游综合体投资机会剖析

9.3.1 旅游业投资热度分析

9.3.2 旅游业投资特点分析

9.3.3 旅游业投资热点分析

9.3.4 旅游综合体投资机会

9.3.5 旅游综合体投资价值

9.3.6 旅游综合体投资建议

9.4 旅游综合体开发风险的控制

9.4.1 旅游综合体开发风险因素

9.4.2 旅游综合体开发风险体现

9.4.3 旅游综合体开发风险控制

9.5 旅游综合体融资模式与建议

9.5.1 旅游综合体融资模式分析

9.5.2 旅游综合体融资机会分析

（1）国内信贷环境分析

（2）旅游综合体开发融资机会

9.5.3 旅游综合体融资建议

 

第十章 中国旅游综合体开发与运营策略

10.1 旅游综合体核心支撑要素

10.1.1 土地依托性的资源

10.1.2 旅游消费者的活动

10.1.3 地产功能化的开发

10.1.4 载体城市化的体现

10.2 旅游综合体选址和风险评估



10.2.1 选址评估指标体系

10.2.2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10.2.3 选址与风险评估案例&mdash;&mdash;&ldquo;绿谷生态文化园&rdquo;

（1）项目概况

（2）方案选址与风险评估

（3）项目开发建议

10.3 旅游综合体的开发策略

10.3.1 综合打造

10.3.2 定位突破

10.3.3 功能构架

10.3.4 操作运营

10.4 旅游综合体的创新与运营

10.4.1 旅游综合体创新突破

（1）商业模式的创新

（2）主题概念的创新

（3）产品策划与设计的创新

10.4.2 旅游综合体运营突破

10.5 旅游综合体的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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