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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轮产业现状及前瞻思考 



    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旅游局、宝山区人

民政府支持下成立的研究智库，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和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中心依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邮轮专业和学科团队，秉持“开放交融、合作共赢”的理

念，独创“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合作模式，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开放式、高

水平”的决策咨询研究平台。中心重点研究中国以及亚太地区邮轮产业发展的政策理论、创

新思路和发展战略，通过每年面向全球发布课题、主办中国邮轮经济高峰论坛、发布年度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邮轮绿皮书）等形式进行广泛多样的学术交流。系列研究成果

为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制定、邮轮企业战略规划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智力支持。 

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SICBI ) 简介 



    在2016 全球邮轮产业大会的Seatrade 

亚太邮轮大会2016 推广仪式上，上海国际

邮轮经济研究中心、海贸集团、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签署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并举行了2015《中国邮轮产业

发展报告》（邮轮绿皮书）英文精编版发布

仪式，同时，汪泓教授还宣布，2016邮轮绿

皮书中英文版将于2016年下半年同步发行。 



    一、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 

    二、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机遇和瓶颈 

    三、上海宝山邮轮产业发展规划 

    四、中国邮轮产业发展趋势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 一 



总体概况 1 1 

    从国内来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

大陆邮轮运营613航次，增长31%；全年出入境邮轮旅客248.05万人次，增长44%，

2015年中国出境邮轮游客突破100万人，占亚洲邮轮市场总量的40%以上，中国已经

跃升为全球第八大邮轮旅游客源国，并成为全球邮轮旅游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 

    到2020年，我国邮轮旅客数量将达到450万人，与2013年相比年均增长33%，成

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最大的邮轮市场。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的《2030中国

航运发展展望》预测，到2030年，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邮轮旅游市场。 



      2014年10月15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美国嘉年华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

将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并在中船集团旗下船厂设计、建造中国首艘豪华邮轮。 

      2015年1月29日，歌诗达邮轮旗下“大西洋”号豪华邮轮从上海华润大东船舶

工程有限公司干船坞安全出坞。这是国际豪华邮轮首次在国内修造船企业进行系统改

造和维修，这次维修任务的成功实现了上海邮轮维修的零突破，提升了上海修造船行

业在邮轮维修领域的国际口碑。 

 

中国邮轮制造业 1 2 



中国邮轮制造业 1 2 

    2015年10月13日，英国劳氏船级社、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美国嘉年华集团、上海市宝山区、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六方联手宣布，将强强联合、

国际合作、实现豪华邮轮中国本土制造。 



中国邮轮制造业 1 2 

    2016年7月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建造豪华邮轮项目取得关键性突破。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意大利芬坎蒂尼公司4日在沪正式签署豪华邮轮《造船合资公司

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中国香港合资设立豪华邮轮设计建造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公司旗下的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股60%，意大利芬坎蒂尼公司持股40%；上

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将负责合资公司豪华邮轮的建造和交付。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国产豪华邮

轮项目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正式

迈开了邮轮本土制造的关键一步。 



    2016年，以我国港口为母港的邮轮公司已达5家,包括皇家加勒比、歌诗达、丽星、

公主、地中海，总邮轮数量达到18艘，总计舱位数约为37000个，占全球邮轮船队总运

力的比重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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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轮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1 3 

邮轮公司 旗下邮轮 

歌诗达  “赛琳娜号”“大西洋号”“维多利亚号”“幸运号”（以上海为母港） 

皇家加勒比 
“海洋量子号”（上海、天津、香港）、“海洋水手号”（上海、天津）“海洋航

行者号”（天津、香港）、“海洋神话号”（厦门）“海洋赞礼号”（天津） 

丽星 
“天秤星号”（上海）、“处女星号” （香港）、“双鱼星号”（香港）、“云顶

梦号”（广州） 

公主 “蓝宝石公主号”（上海）“黄金公主号”（天津） 

地中海 “抒情号”（上海） 



国内邮轮船东 1 3 

    目前中国邮轮市场主要是由国外邮轮公司所主导。相比之下国内邮轮船东所控制的

运力仅占到7.1%的市场份额，合计舱位数低于3,000个。目前国内邮轮船东共计4家

（渤海轮渡、天海邮轮、钻石邮轮和海航邮轮）运营的船舶也均为中小型二手邮轮。

海航邮轮所有的“海娜号”因船龄满30年已宣告停止运营。苏州太湖邮轮的“辉煌

号”已于近期投入使用，中国邮轮市场中由国内船东所拥有的邮轮数量达到3艘。  



港口 邮轮泊位 年接待能力 

1天津 大型邮轮泊位4个 设计年通过能力100万人次，2015年天津邮

轮及游客接待量增速是全国的两倍 

2青岛 大中型邮轮泊位3个 年游客吞吐量达150万人次，是我国开港首

年接待邮轮最多的码头。（2015年-56艘次） 

3上海 大中型邮轮泊位3-4个 设计年通过能力200万人次以上 

4厦门 大中型邮轮泊位2-4个 年游客接待能力150万人次 

5深圳 大型邮轮泊位2-3个 设计年通过能力大于50万人次 

6三亚 大型邮轮泊位3-4个 设计年通过能力100-150万人次 

合计 
大中型邮轮泊位 

15-20个 
2020年前全部建设完成 

总体年接待能力合计800万人次以上 

中国邮轮港口发展现状 1 4 

中国现有主要邮轮港口情况 



布局 分区 中心 支撑 航线产品拓展空间 

五群 

环渤海湾邮轮旅游
港口群 

天津 
北京、天津、东三省、内蒙、河北、
河南、山东等腹地 

韩国、日本、海
参崴 

长三角邮轮旅游港
口群 

上海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
北、河南等腹地 

韩国、日本、海
参崴、台湾 

海峡两岸邮轮旅游
港口群 

厦门 
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浙
江等腹地 

日本、台湾、香
港 

珠三角邮轮旅游港
口群 

香港（深圳、广州） 

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
南、四川、贵州、云南等腹地 

日本、台湾、越
南、菲律宾 

南海邮轮旅游港口
群 

三亚 
海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腹
地 

台湾、香港、越
南、菲律宾 

一带 
中国沿海邮轮旅游
海岸带 

大连、天津、青岛、上
海、厦门、广州、北海、
三亚 

华东、华中、华南、华北和西南地区
等腹地 

沿海海岸带 

中国邮轮港口发展现状 1 4 

中国邮轮母港建设从北到南形成了5个经济圈：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圈；以天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圈；以香港、广州与深圳为核

心的华南沿海圈；以厦门为中心的海峡两岸；以三亚为中心的南海圈。 



（1）中国邮轮旅行社发展迅速 

目前我国国内邮轮产品97%以上依赖旅行社销售 

通过包船旅行社或OTA分销邮轮旅游产品占到95%。 

线上渠道销售的邮轮产品占40%。 

（2）邮轮旅游产品逐渐丰富 

日韩线为主； 其次是港澳台、东南亚航线。 

2015年歌诗达”大西洋”号从中国上海出发，开启为期86天的环球邮轮航线。 

 

 

 

中国邮轮旅游业发展现状 1 5 



中国邮轮产业的发展机遇和瓶颈 3 



1.全球邮轮产业重心东移助推发展格局更加健康。邮轮产业在近30年时间里获得了飞

速增长，近期更多地受到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需求的推动。“在未来20年里，中国

将在全球旅游业市场中居首要位置，尤其是邮轮产业”。 

2.“一带一路”战略为邮轮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契机。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其中提到要加强旅游合作，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为邮轮产

业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3.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邮轮产业发展平稳有序。随着欧美邮轮旅游需求市场日益饱和，

国际邮轮公司将其发展重点转移到亚洲新兴市场，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邮轮消费

市场。 

4.我国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邮轮产业作为我国发展的新业态产业，借助于我

国经济转型的便利条件，立据于在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模式，完善管理

方式，逐步将邮轮产业推向国际化。 

 

(一)中国邮轮产业的发展机遇 



5.消费升级背景下邮轮游具有休闲、出境双重热点 

      参考国际经验，人均GDP5000美元是观光游和休闲游分界线,人均8000美

元则是休闲游和度假游的重要分水岭。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

7575美元，2015年达8016美元，人均收入的逐步提升有助于我国旅游消费

需求的持续释放。 

6.邮轮游客年龄结构符合我国出游群体结构变化趋势 

      首先，中老年人为邮轮出游的主要客群。根据同程旅游的《2015年上半

年邮轮旅游出游报告》数据显示，中老年人（45岁以上）在邮轮出游人群中

占比达81.06%。其次，虽然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11.23%的占比虽然较小，

但由于每个儿童一般都会有2-3名成年人带领，因而其背后蕴含了一个庞大的

家庭亲子游市场。 

 

(一)中国邮轮产业的发展机遇 



2.邮轮产业链中游 

1.邮轮产业链上游 

3.邮轮产业链下游 

4.邮轮产业环境 

(二)中国邮轮产业的发展瓶颈 



 邮轮产业链上游 

邮轮建造核心技术水平较低，还

没有掌握邮轮建造的关键技术 

缺乏豪华邮轮设计理念和经验 

邮轮维修能力不足 

1 



邮轮产业链中游 

缺乏邮轮经营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水平 01 

购置邮轮受到政策限制 02 

购买邮轮的成本和风险巨大 03 

邮轮公司运营成本较高 04 

2 



游客通关效率低，口岸及

通关政策不便利 

港口服务流程和标准 

有待完善 
船供市场尚待开放 

邮轮码头区域的配套设

施及服务功能单一 

邮轮码头基础设施不完善 

邮轮产业链下游-邮轮港口及配套 3 



邮轮旅游消费
市场需大力培
育 

01 没有形成合理
的邮轮票务销
售模式 

02 邮轮出境游和
访问港入境游
市场失衡明显 

03 

邮轮旅游产品
不够丰富 

04 邮轮航线单一，
航线审批困难 

05 

邮轮产业链下游-邮轮旅游业 3 



邮轮产业环境 

邮轮突发事件应急响

应机制亟待完善 

邮轮保险体系缺失 

邮轮产业相关法律

法规有待健全 

邮轮专业人才欠缺 

区域联动发展机制 

有待完善 

邮轮文化亟需培育 

4 



上海宝山邮轮产业规划 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绘制宝山邮轮产业新蓝图 

 产业定位新思维——“邮轮港+” 

 邮轮港口新突破——  能级提升 

 政策研究新视野——  产研对接 

 邮轮经济新引擎——  区港联动 

 

25 



提升服务能级 

服务标准化 

1 

智慧管理 

2 

智慧港口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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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   

（邮轮城）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规划 完善配套服务 

邮轮票务平台 1 

  邮轮商务租赁 2 

邮轮船供配送平台 3 

4 邮轮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趋势 四 



邮轮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1 1 

邮轮旅游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 

邮轮旅游在中国的渗透率非常低（低于0.1%），潜在客源众多。 

中国渐入老年社会，中产阶层崛起，为邮轮旅游产业提供了最为
广大的消费群体。 



交通运输部在2015年4月发布

了《全国沿海邮轮港口布局规

划方案》，提出要在2030年前，

在全国沿海形成2-3个邮轮母

港引领、12个始发港为主体、

访问港为补充的港口布局邮轮

码头布局由北至南遍布我国海

岸线，形成华北、华东、华南

三个主要邮轮港口群。 

中国邮轮港口集群形成 1 2 



 2017年4月，“盛世公主号”将从罗马首航，

率先开启地中海航季，随后将到中国开启

首个以上海为母港的全年航季； 

 2017年嘉年华集团计划引进嘉年华邮轮和

AIDA邮轮两大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诺唯真游轮宣布在2017年正式进入中国市

场，专为中国游客打造的新游轮被命名为

“Norwegian Joy”——诺唯真喜悦号。   

国际邮轮公司加快布局 1 3 



 歌诗达也宣布将为中国市场量身订购两艘全新邮

轮，由意大利芬坎蒂尼船厂（Fincantieri S.p.A.）

承建。每艘邮轮吨位为13.55万吨，可承载约

4200名乘客，将于2019及2020年加入歌诗达邮轮

亚洲舰队。 

 MSC地中海邮轮未来12年将有11艘新邮轮加入

MSC‘地中海船队，MSC已经表示对快速增长的

中国、北美和英国市场很有兴趣。 

 迪士尼宣布已与意大利Fincantieri造船厂签署备

忘录，造世界最大邮轮-达24.5万吨，预计2018年

加入中国市场。 

国际邮轮公司加快布局 
 

1 3 



开发海上丝绸之路 

邮轮产品 

发展邮轮的入境游 

培养邮轮人才 

培育邮轮文化 

跨区域合作 
共建邮轮港口 

组建中国邮轮&旅行

社联盟 

发展本土的邮轮船队 

几点建议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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