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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是集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店、会展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公寓和住宅等于一体的大型
公共商业设施。
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行业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显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商务活动频繁，办公地点聚集。城市综
合体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房地产开发重要模式之一。截止**年，在全国50座主要城市中建成、在建、待
建城市综合体项目已达到2000多个。国内一线城市中，北京国贸中心、上海新天地、深圳华润万象城、
广州天河城等，这些都是“城市综合体”的成功典范。
截至**我国一线城市己迎来城市综合体的大发展期，旧区改造、新区建设等城市的更新和变迁，也
为城市综合体的大规模到来提供了延绵不绝的动力。
中国城市化、城市国际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尤
其是商业地产是最具前导性和拉动性的行业力量。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调整和相对饱和，资产型、
经营型商业地产特别是城市综合体无疑将成为刺激消费带动投资的发动机，也必然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
力引擎和城市形象名片，因此城市综合体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均呈现增长态势。
《2018-2025年中国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行业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对一线城市城市综合
体市场的分析由大入小，从宏观到微观，以数据为基础，深入的分析了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行业在市场
中的定位、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行业发展现状、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市场动态、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相关政策以及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产业链影响等。
《2018-2025年中国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行业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还向投资人全面的呈
现了各大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公司和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行业相关项目现状、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未来
发展潜力，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投资进入机会、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风险控制、以及应对风险对策等。
第一章 城市综合体行业概述
1.1 城市综合体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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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城市综合体的定义
1.1.2 城市综合体的特征
1.1.3 城市综合体的类型
1.2 城市综合体的功能
1.2.1 城市综合体的普遍功能
1.2.2 城市综合体的特殊功能
2018-2025年中國一線城市城市綜合體行業研究分析及市場前景預測報告
第二章 2013-2018年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发展环境分析
2.1 宏观经济环境
2.1.1 全球经济贸易形势
2.1.2 中国经济缓中企稳
2.1.3 一线城市经济现状
2.2 市场消费环境
2.2.1 我国国民收入及消费水平
2.2.2 一线城市收入水平
2.2.3 一线城市消费水平
2.3 城市化进程
2.3.1 城市化对城市综合体的诉求
2.3.2 我国城市化水平
2.3.3 一线城市城市化水平
第三章 2013-2018年北京城市综合体市场调研
3.1 存量市场调研
3.1.1 存量规模
3.1.2 存量分布
3.1.3 存量物业类型
3.1.4 存量区位特征
3.2 供应量市场调研
3.2.1 供应量规模
3.2.2 供应量分布
3.2.3 供应量物业类型
3.2.4 供应量区位特征
第四章 2013-2018年上海城市综合体市场调研
4.1 存量市场调研
4.1.1 存量规模
4.1.2 存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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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存量物业类型
4.1.4 存量区位特征
4.2 供应量市场调研
4.2.1 供应量规模
4.2.2 供应量分布
4.2.3 供应量物业类型
4.2.4 供应量区位特征
第五章 2013-2018年广州城市综合体市场调研
5.1 存量市场调研
5.1.1 存量规模
5.1.2 存量分布
5.1.3 存量物业类型
5.1.4 存量区位特征
5.2 供应量市场调研
5.2.1 供应量规模
5.2.2 供应量分布
5.2.3 供应量物业类型
5.2.4 供应量区位特征
第六章 2013-2018年深圳城市综合体市场调研
6.1 存量市场调研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6/05/YiXianChengShiChengShiZongHeTiSh.html
6.1.1 存量规模
6.1.2 存量分布
6.1.3 存量物业类型
6.1.4 存量区位特征
6.2 供应量市场调研
6.2.1 供应量规模
6.2.2 供应量分布
6.2.3 供应量物业类型
6.2.4 供应量区位特征
第七章 2013-2018年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分类型物业市场调研
7.1 北京城市综合体分类型物业市场调研
7.1.1 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7.1.2 购物中心发展分析
7.1.3 写字楼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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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酒店业市场调研
7.1.5 住宅市场调研
7.2 上海城市综合体分类型物业市场调研
7.2.1 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7.2.2 购物中心发展分析
7.2.3 写字楼市场调研
7.2.4 酒店业市场调研
7.2.5 住宅市场调研
2018-2025 China's first-tier cities urban complex industry research analysis and
market prospects report
7.3 广州城市综合体分类型物业市场调研
7.3.1 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7.3.2 购物中心发展分析
7.3.3 写字楼市场调研
7.3.4 酒店业市场调研
7.3.5 住宅市场调研
7.4 深圳城市综合体分类型物业市场调研
7.4.1 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7.4.2 购物中心发展分析
7.4.3 写字楼市场调研_订.购.电.话:.０.10.-.6.6.182.0.9.9
7.4.4 酒店业市场调研
7.4.5 住宅市场调研
第八章 2013-2018年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市场政策背景分析
8.1 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8.1.1 宏观调控政策
8.1.2 开发及市场管理政策
8.1.3 土地政策
8.1.4 金融政策
8.2 重点政策对城市综合体的影响分析
8.2.1 政策的总体影响形势
8.2.2 调控政策的利好影响
8.2.3 调控政策的不利影响
8.2.4 信贷政策的影响分析
8.3 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市场政策分析
8.3.1 北京城市综合体发展的政策导向
8.3.2 上海城市综合体发展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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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广州城市综合体发展的政策导向
8.3.4 深圳城市综合体发展的政策导向
第九章 济研咨询一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市场投资机遇及前景分析
9.1 北京市场投资机遇及前景
9.1.1 城市发展规划
9.1.2 市场投资形势
9.1.3 投资热点区域
9.1.4 投资预测
9.2 上海市场投资机遇及前景
9.2.1 城市发展规划
9.2.2 市场投资形势
9.2.3 投资热点区域
9.2.4 投资预测
9.3 广州市场投资机遇及前景
9.3.1 城市发展规划
9.3.2 市场投资形势
9.3.3 投资热点区域
9.3.4 投资预测
9.4 深圳市场投资机遇及前景
9.4.1 城市发展规划
9.4.2 市场投资形势
9.4.3 投资热点区域
9.4.4 投资预测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yīxiàn chéngshì chéngshì zònghé tǐ hángyè
yánjiū fēnxī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8年世界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世界三大经济体GDP环比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世界及主要经济体GDP同比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三大经济体零售额同比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世界贸易量同比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累计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
图表 2013-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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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累计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2013-2018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 北京城市综合体存量物业组合
图表 北京城市综合体存量特征
图表 北京城市综合体各区增量情况
图表 北京城市综合体增量物业组合
图表 北京城市综合体增量特征
2018-2025中国初の都市都市複合産業調査分析と市場展望レポート
图表 上海城市综合体存量物业组合
图表 上海城市综合体存量特征
图表 上海城市综合体各区增量情况
图表 上海城市综合体增量物业组合
图表 上海城市综合体增量特征
图表 广州城市综合体存量物业组合
图表 广州城市综合体存量特征
图表 广州城市综合体各区增量情况
图表 广州城市综合体增量物业组合
图表 广州城市综合体增量特征
图表 深圳城市综合体存量物业组合
图表 深圳城市综合体存量特征
图表 深圳城市综合体各区增量情况
图表 深圳城市综合体增量物业组合
图表 深圳城市综合体增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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