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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尔夫产业专项调查及投资战略规划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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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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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高尔夫是一项集旅游、休闲、娱乐、运动等于一身的运动项目,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艰辛
发展,特别是随着时间的静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尔夫在我国的受众群体日益增多,渐进
式的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这为高尔夫的发展奠定了厚实且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目前具有巨
大市场潜力的运动项目——高尔夫,它的发展该如何选择已经是不可回避的值得我们深思和
探讨的主要问题。基于此,该研究以高尔夫为立足点,探析高尔夫旅游的发展,希望为高尔夫发
展提供有借鉴的参考价值,近献微薄之力。

         一、高尔夫发展的促进力

         1.1经济发展

高尔夫发展为GDP的快速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具有着强大的经济磁场,可有效地带
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陈才发在文章中说明,据有关部门预测,2006年我国高尔夫产业
将会超过749亿元。由此可见,高尔夫旅游产业的发展形势很好,潜力巨大,商机无限。它既可
丰富人们的业余体育文化生活,而且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在
高尔夫球场的高兴轻松愉悦的交流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政治、商业大亨等交流与合作,同
时也是增进友谊的体育、休闲、娱乐场所。所以,高尔夫旅游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带动经济的
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添加新的“佐料级”,形成高尔夫产业得经济化、商业化、市场化以及企业
化,这对促进高尔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其他产业的发展

任何事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内在的普遍联系,孤立是不存在的,而高尔夫的发
展也是如此,它就是一个“产业链”,可以有效地带动其它产业快速发展。如,经过查阅相关文献
了解到,2009年,高尔夫的发展所增加的就业人数就多达500人,在一定的程度上较大地缓解了
社会的就业问题。又如,一些餐饮、服装鞋帽、和体育运动设施设备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大
的促进作用,不仅增强了国民的生活质量,还显著性的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对高尔夫专业教学现状的思考及建议

         1.强化校企合作，走联合办学模式之路

很多高校缺乏高尔夫实训的场地，主要原因是经费的有限。多数只能建立小范围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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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场，在加上师资力量的匮乏，制约了高尔夫教学的开展。而校企合作模式可以对这一问题
起到压力缓解的作用。高尔夫基础课和理论课都是在学校里完成，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扎实掌
握基础的操作理论，然后与企业合作，借助企业的实训基地进行实践练习，理论联系实践做
好高尔夫学习的深化。联合办学的模式最大限度发挥学校及企业的优势，达到人才培养的既
定目的。

         2.高校与行业联合制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

高尔夫教学一直未步入正轨的一大原因就是没有制定真正的培养方案。在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定上往往由高校自主决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开展高尔夫专业教学时都是摸索进
行，也没有得到高尔夫行业的支持与指导。这样培养出来的高尔夫人才都缺乏行业意识，操
作也不规范。而高校联合行业制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可以聘请知名的球场专家进行交流
互动，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培养计划，使得教学培养更有针对性，也实现了高尔夫教学的
促进。

         3.加强高校高尔夫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高尔夫在国内依然属于新兴行业，专业教师队伍十分贫乏，多数教师也缺乏有效的授
课经验，有的教师理论掌握不到位，有的教师实践指导力不足，这使得高尔夫专业教学产生
偏差。因此高校应该创造条件，加强与其他院校的交流合作，可以选派部分教师出国学习，
借鉴国外的授课经验。关注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的实践训练，奠定高校高尔夫教学的师
资基础。

         4.加快教材建设并优化课程设置

教材的不足与质量不高直接影响高校高尔夫教学质量。因此应该学习借鉴国外的权威
性教材，借助网络发挥多媒体的教学优势，与其他教育机构联合，共同制定适合中国高尔夫
教学情况的专业性教材。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关注学生实践锻炼能
力的提升，关注学生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真正爱上高尔夫运动，真正参与到
高尔夫学习中去。双管齐下做好高尔夫教学指导，促进高校高尔夫专业教学。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尔夫产业专项调查及投资战略规划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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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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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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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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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尔夫场地建造与运营分析
1.1 高尔夫球场规划设计分析
1.1.1 高尔夫球场的选址
1.1.2 高尔夫球场设计原则
1.1.3 高尔夫球场的设计
1.1.4 高尔夫球场的种植设计
1.2 高尔夫球场规划设计发展
1.2.1 高尔夫球场设计水平
1.2.2 高尔夫设计行业竞争
1.2.3 高尔夫设计发展趋势
1.3 高尔夫球场建造模式分析
1.3.1 成立独资公司
1.3.2 组建球场建设部
1.3.3 委托给第三方公司
1.4 高尔夫场地建造现状分析
1.4.1 高尔夫球场建设历程
1.4.2 高尔夫场地投资规模
1.4.3 高尔夫球场建设数量
1.4.4 高尔夫练习场建设数量
1.4.5 高尔夫场地地区分布
1.5 高尔夫球场经营情况分析
1.5.1 高尔夫场地从业人员
1.5.2 高尔夫场地供给服务
1.5.3 高尔夫场地供给价格
1.5.4 高尔夫场地打球轮次
1.5.5 高尔夫场地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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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尔夫场地发展主要问题
1.6.1 违规建设现象普遍
1.6.2 盲目设计开发
1.6.3 行业政策不完善
1.6.4 经营状况不佳

第二章：中国高尔夫俱乐部经营管理分析
2.1 高尔夫俱乐部管理模式
2.1.1 业主直接管理
2.1.2 职业经理人全权负责管理
2.1.3 委托专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2.2 高尔夫俱乐部经营模式
2.2.1 封闭型俱乐部或球会
2.2.2 半封闭型俱乐部或球会
2.2.3 社会开放型公众高尔夫球场
2.3 高尔夫俱乐部竞争环境分析
2.3.1 行业现有竞争
2.3.2 潜在进入者威胁
2.3.3 替代威胁
2.3.4 供应商议价能力
2.3.5 顾客议价能力
2.4 高尔夫俱乐部营销战略案例
2.4.1 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
（1）俱乐部概况及产品分析
（2）俱乐部经营SWOT分析
（3）俱乐部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2.4.2 重庆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1）俱乐部概况及产品分析
（2）俱乐部经营SWOT分析
（3）俱乐部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2.5 高尔夫俱乐部运营风险管理
2.5.1 俱乐部风险管理问题
2.5.2 俱乐部运营风险管理
（1）运营风险管理作用
（2）营运风险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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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运风险管理策略
2.6 高尔夫俱乐部经营发展趋势
2.6.1 多元化可持续发展趋势
（1）服务产品多元化模式
（2）业务范围多元化模式
（3）发展内涵多元化模式
2.6.2 资本运作发展趋势
（1）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模式
（2）兼并收购资本运作模式
2.6.3 连锁化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三章：中国高尔夫地产开发现状与前景
3.1 高尔夫地产定义与分类
3.1.1 高尔夫地产的定义
3.1.2 高尔夫地产的类型
3.1.3 与传统房地产区别
3.2 高尔夫综合资源对地产的影响
3.2.1 稀缺的景观资源
3.2.2 巨大的品牌资源
3.2.3 高端的商务资源
3.2.4 多元的社区资源
3.2.5 丰富的客户资源
3.2.6 综合资源提升房地产价值
3.3 高尔夫地产开发现状分析
3.3.1 国外高尔夫地产开发现状
3.3.2 国内高尔夫地产开发现状
3.3.3 不同类型高尔夫地产开发
（1）高尔夫别墅的开发
（2）高尔夫公寓的开发
（3）高尔夫酒店的开发
（4）高尔夫度假村的开发
3.4 高尔夫地产开发模式分析
3.4.1 高尔夫主体开发运作模式
3.4.2 旅游主体开发运作模式
3.4.3 房产主体开发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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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高尔夫物业开发策略分析
3.5.1 高尔夫物业的选择
3.5.2 球场与住宅的空间布局
3.5.3 高尔夫物业的开发时序
3.5.4 高尔夫物业的定价
3.6 高尔夫地产营销策略分析
3.6.1 体育营销运作方式
（1）体育营销的含义
（2）体育营销运作方式与案例
3.6.2 跨界营销运作方式
（1）跨界营销的含义
（2）跨界营销的优势
（3）跨界营销的核心
（4）跨界营销运作方式与案例
3.7 高尔夫地产典型案例分析
3.7.1 观澜湖高尔夫项目
（1）项目简介
（2）项目规划与设计
（3）项目物业开发
（4）项目营销策略
3.7.2 汤臣高尔夫项目
（1）项目简介
（2）项目规划与设计
（3）项目物业开发
（4）项目营销策略
3.7.3 肇庆高尔夫度假村
（1）项目简介
（2）项目规划与设计
（3）项目物业开发
（4）项目营销策略
3.8 高尔夫地产开发前景分析
3.8.1 高尔夫地产发展困境
3.8.2 高尔夫地产发展预测
3.8.3 高尔夫地产项目走势
（1）地产项目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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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产项目开发走势

第四章：中国高尔夫用品制造发展分析
4.1 国外（境外）高尔夫用品市场
4.1.1 美国高尔夫用品市场分析
（1）美国高尔夫用品市场规模
（2）美国高尔夫用品主要品牌
4.1.2 日本高尔夫用品市场分析
（1）日本高尔夫用品市场规模
（2）日本高尔夫用品主要品牌
4.1.3 台湾高尔夫用品市场分析
（1）台湾高尔夫用品市场概况
（2）台湾高尔夫用品主要品牌
4.2 中国高尔夫用品市场总体状况
4.2.1 高尔夫用品行业市场规模
（1）行业概况
（2）行业产值
4.2.2 高尔夫用品消费行为调研
（1）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2）影响购买行为的因素
（3）结论与建议
4.2.3 高尔夫用品行业竞争格局
（1）市场格局
（2）品牌格局
4.2.4 自主品牌高尔夫用品现状
（1）行业概况
（2）知名品牌
4.2.5 高尔夫用品行业发展趋势
4.2.6 高尔夫用品行业发展对策
4.3 中国高尔夫用品细分市场分析
4.3.1 高尔夫球杆球具市场分析
（1）高尔夫球杆球具品牌格局
（2）高尔夫球杆球具营销策略
4.3.2 高尔夫服装市场分析
（1）高尔夫服装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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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尔夫服装市场需求
（3）高尔夫服装品牌格局
（4）高尔夫服装产品定位
（5）高尔夫服装发展趋势

第五章：中国高尔夫产业区域发展潜力分析
5.1 长三角地区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5.1.1 高尔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1）长三角经济运行情况
（2）上海经济运行情况
（3）浙江经济运行情况
（4）江苏经济运行情况
5.1.2 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情况
（1）上海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2）浙江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3）江苏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5.1.3 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1）上海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2）浙江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3）江苏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5.1.4 高尔夫产业SWOT分析
（1）产业发展优势（S）
（2）产业发展劣势（W）
（3）产业发展机遇（O）
（4）产业发展威胁（T）
5.2 环渤海地区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5.2.1 高尔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1）北京经济运行情况
（2）天津经济运行情况
（3）山东经济运行情况
5.2.2 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情况
（1）北京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2）天津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3）山东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5.2.3 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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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2）天津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3）山东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5.2.4 高尔夫产业SWOT分析
（1）产业发展优势（S）
（2）产业发展劣势（W）
（3）产业发展机遇（O）
（4）产业发展威胁（T）
5.3 珠三角地区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5.3.1 高尔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1）广州经济运行情况
（2）深圳经济运行情况
（3）东莞经济运行情况
（4）珠海经济运行情况
5.3.2 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情况
（1）广州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2）深圳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3）东莞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4）珠海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5）佛山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6）惠州高尔夫场地建设运营
5.3.3 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1）广州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2）深圳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3）惠州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4）珠海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5.3.4 高尔夫产业SWOT分析
（1）产业发展优势（S）
（2）产业发展劣势（W）
（3）产业发展机遇（O）
（4）产业发展威胁（T）
5.4 其它地区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5.4.1 海南省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1）高尔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2）高尔夫球场建设运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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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4）高尔夫产业优劣势分析
5.4.2 云南省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1）高尔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2）高尔夫球场建设运营分析
（3）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4）高尔夫产业优劣势分析
5.4.3 湖南省高尔夫产业发展潜力
（1）高尔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2）高尔夫球场建设运营分析
（3）高尔夫相关产业运营分析
（4）高尔夫产业优劣势分析

第六章：中国高尔夫产业标杆企业分析
6.1 高尔夫设计与建设企业运营分析
6.1.1 兰星高尔夫工程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1.2 朝向管理集团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1.3 尊皇高尔夫（亚太）建造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1.4 司马克斯高尔夫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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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古森高尔夫球场设计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2 高尔夫俱乐部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2.1 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2.2 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2.3 上海旭宝高尔夫俱乐部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2.4 北京伯爵园高尔夫俱乐部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2.5 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3 高尔夫教育机构运营分析
6.3.1 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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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3.2 同济大学高尔夫商学院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3.4 山东南山学院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3.5 北京体育大学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4 高尔夫制造业企业运营分析
6.4.1 泰勒梅-阿迪达斯高尔夫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4.2 卡拉威高尔夫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4.3 斐乐（Fila）
（1）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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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4.4 香港本间高尔夫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6.4.5 美津浓（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七章：中国高尔夫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7.1 高尔夫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7.1.1 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1）土地政策
（2）税费政策
（3）产业政策
7.1.2 产业经济环境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
（2）人均GDP
（3）人均可支配收入
（4）居民消费结构
（5）经济环境与行业的关系
7.1.3 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1）城镇化水平
（2）基尼系数
（3）社会对高尔夫的认识
7.1.4 产业自然环境分析
7.2 高尔夫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7.2.1 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7.2.2 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7.2.3 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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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高尔夫产业投资建议
7.3.1 重点投资领域建议
7.3.2 重点投资地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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