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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PS：本报告将保持时实更新，为企业提供最新资讯，使企业能及时把握局势的发展，及
时调整应对策略。

第一章  中国演艺产业发展综述

1.1 演艺产业范畴与内容

1.1.1 演艺产业内容

1.1.2 演艺产业要素

1.1.3 产业状态概述

1.2 中国演艺产业发展必要性

1.2.1 群众文化消费需求

1.2.2 城市营销宣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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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企事业单位及非政府组织的宣传

1.2.4 国家文化的国内外消费

1.2.5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要

1.3 中国演艺产业问题与策略

1.3.1 演艺产业存在主要问题

1.3.2 演艺产业发展提升策略

1.4 报告研究单位及研究方法

1.4.1 报告研究单位介绍

1.4.2 报告研究方法概述

第二章  中国演艺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2.1 演艺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演艺产业管理体制

2.1.2 演艺产业相关标准

2.1.3 演艺产业相关政策

2.1.4 演艺产业相关规划

2.1.5 政策环境影响分析

2.2 演艺产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国外经济形势分析

2.2.2 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2.2.3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2.4 经济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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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演艺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2.3.2 居民娱乐消费支出

2.3.3 演出市场观众增长

2.3.4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2.4 演艺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新媒体技术推动产业发展

2.4.2 通讯技术为产业提供平台

2.4.3 技术环境对产业的影响

2.5 演艺产业营销环境分析

2.5.1 中国演艺产业主要营销平台

2.5.2 中国演艺产业营销渠道分析

2.5.3 中国演艺产业营销手段介绍

第三章  中国演艺产业现状与供需平衡

3.1 演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3.1.1 演艺产业发展历程

3.1.2 演艺产业发展特点

3.1.3 演艺产业市场规模

3.1.4 演艺产业效益解析

3.2 国有艺术剧院团改革分析

3.2.1 院团改革背景介绍

3.2.2 院团改革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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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院团改革路径与模式

3.2.4 院团改革目标规划

3.3 演艺产业市场价值链分析

3.3.1 演艺产业价值链介绍

3.3.2 演艺产业链构成主体

3.3.3 演艺产业链价值流动

3.3.4 产业演艺路径与趋势

3.4 演艺产业进出口情况分析

3.4.1 演艺产业贸易发展背景

3.4.2 中国演艺产业进口分析

3.4.3 中国涉外演出市场分析

3.4.4 主要地区演出交流情况

3.4.5 演艺产业出口提升策略

第四章  儿童剧演出市场分析

4.1 儿童剧演出市场发展概述

4.1.1 中国儿童剧资源概述

4.1.2 中国儿童剧分类介绍

4.1.3 儿童剧演出市场概况

4.2 儿童剧演出市场发展特点

4.3 儿童剧演出市场经营分析

4.3.1 儿童剧演出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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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儿童剧演出市场格局

4.3.3 儿童剧演出市场效益

4.4 儿童剧演出市场趋势及前景

4.4.1 儿童剧演出市场提升策略

4.4.2 儿童剧演出市场趋势及前景

第五章  中国演艺产业投资模式与价值分析

5.1 演艺产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5.1.1 产业宏观投资与兼并概况

5.1.2 产业投资与兼并动向分析

5.1.3 产业投资与兼并趋势研判

5.2 演艺产业投资模式与案例借鉴

5.2.1 中国演艺产业投资特点

5.2.2 演艺产业盈利模式创新

5.2.3 中国演艺产业投融资模式

5.2.4 演艺产业投融资案例借鉴

5.3 演艺产业投资价值与风险分析

5.3.1 演艺产业投资价值解析

5.3.2 演艺产业投资风险解析

第六章  中国演艺产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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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演艺产业驱动与阻碍因素

6.1.1 演艺产业四大驱动力

6.1.2 演艺产业典型阻碍因素

6.2 演艺产业发展趋势解析

6.2.1 联合与融合趋势

6.2.2 创作与保护趋势

6.2.3 企业运营与管理趋势

6.2.4 对外扩张趋势

6.3 演艺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6.3.1 "十二五"产业整体预测

6.3.2 分市场演艺产业前景预测

6.3.3 分区域演艺产业前景预测

6.3.4 分性质演艺产业前景预测

6.3.5 分结构演艺产业前景预测

NO.报告图表摘要（WOKI）

图表1  演艺产业现行的主要工艺标准

图表2  中国与文化相关的重点投融资政策

图表3  中国金融、税收政策支持演艺产业发展情况

图表4  文化产业政策向非公资本开放路径

图表5  最近连续七年全球GDP运行趋势（单位:%）

图表6  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及预测（单位:%）

图表7  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预期拉动作用（单位:%）

图表8  最近连续六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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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中国GDP增长率（按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划分（单位:%）

图表10  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分布（单位:%）

图表1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鼓励类新增的14个门类

图表12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单位:亿元，%）

图表13  最近连续六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情况（单位:元，%）

图表14  中国目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具体表现

图表15  最近连续六年社会消费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单位:亿元，%）

图表16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单位:%）

图表17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单位:%）

图表18  中国居民消费性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性示意图

图表19  最近连续四年国内演出观众发展趋势图（单位:千人次）

图表20  历届中国艺术节介绍

图表21  最近连续四年中国演出产业总票房及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22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分地区情况（单位:个，万场次，万人次，万元，%）

图表23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机构与人员情况（单位:个，万人）

图表24  非文化部门艺术团体所占比重情况（单位:%）

图表25  最近连续四年中国演出业表演场次变化趋势图（单位:千场次）

图表26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情况（单位:场/团，万场）

图表27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次情况（单位:亿人次）

图表28  中国演出市场各类型演出市场比例（单位:亿元，%）

图表29  中国演出市场各类型演出市场比例（单位:亿元，%）

图表30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31  演出产业价值链构成示意图

图表32  中国演艺出境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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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3  国内外优秀儿童剧列表

图表文摘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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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博智业业务：细分行业市场研究  可行性研究报告  园区规划  产业规划  IPO咨询  
行业监测研究  商业计划书 

  宇博智业实力：如何鉴别一家研究机构的实力？  为什么选择宇博智业？  
宇博智业们的客户案例  我们的售后服务

  

报告大厅简介

报告大厅(http://www.chinabgao.com/)成立于2002年10月，是由宇博智业机构开通并运营的一
家大型专业化市场研究网站，提供针对企业用户的各类信息，如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
数据等。为了满足企业对原始数据的需求，也为了能给企业提供更为全面和客观的研究报告，报
告大厅与国内各大数据源（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图书馆、信息中心等权威机构）建立起战
略合作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报告大厅与国内100多家最优质研究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推出超过50000份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报告大厅目标是打造一个真正的一站式服务的多用户报告
平台。报告大厅汇聚全国各大市场研究信息生产商的研究成果，正是依托独有的资源优势，为客
户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权威、最专业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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