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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年间，中国债券市场发行量分别为86475亿元、95088亿元和69625亿元。其中
2009和**年分别比**年多增了15748和24361亿元（**年发行规模减少，主要是央票发行量快速缩减所
致）。其中非金融企业发债（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数量分别为15749亿元、15293亿
元和15333亿元，均比**年增长80%以上。数据显示，截至**已公布年报的1324家上市公司**年合计营
业收入为17.47万亿元，净利润收入为1.7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76%和13.66%，而**年这些公司
合计营收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了35.43%和39.82%。与a股整体业绩下滑不同，银行业在**年依
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中国の金融系列職業の研究と今後の展望の動向報告書（ 2015年）
从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来看，一方面，通过20多年的金融改革有了很大的提高，银行业、证券业、
保险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比较低的，主要表现
在金融创新相对比较落后。当然，也有人说幸好我们金融创新不多，所以这次经济危机遇到的问题比较
少，因为没有投资银行、没有金融衍生品、没有评级机构，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我国来说实乃不幸中的
万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融创新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提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是要利用对冲减少风
险，但金融创新本身又会成为过度投机的工具。因此，如果金融监管跟不上，就有可能造成过度投机
，从而引发各种新的问题。
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未来几年内，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6%-10%之间
。中国金融行业将继续呈现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但增速较前两年有所放缓。未来几年内，央行将持续
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对金融机构运营管理的要求有所放松，但信贷扩张对风险管理提出
更高要求，监管层和广大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管理框架将逐
渐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准绳。农业银行成功改制和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加速，将继续成
为推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力，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成长也将渐入佳境
，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动力。在监管层对混业经营逐步放开，以及传统利差业务盈利模式的局限日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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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以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将继续推进以发展中间业务为重点的资产结构调整和盈利模
式的转变，这将直接带动银行与中间业务解决方案相关的it系统投资和升级改造的发展。
第一章 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发展环境1
第一节 金融系列行业定义及属性分析
一、行业定义1
二、国民经济依赖性2
三、经济类型属性2
四、行业周期属性3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
二、工业形势
三、固定资产投资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政策影响分析
二、相关行业标准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发展社会环境分析
一、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二、工业发展形势分析19
第二章 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证券期货市场规模分析
二、房地产金融市场规模
三、银行业资产证券化规模
四、信托行业的资产规模
五、保险行业资产规模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基本特点分析
一、2013-2017年银行业的特点
二、2013-2017年证券行业发展特点
三、2013-2017年信托行业特点
四、2013-2017年保险行业的特点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利用度分析
第六节 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盈利预测
一、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二、银行业代客结售汇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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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金融系列产业链结构分析
第一节 中国金融系列产业链结构
一、产业链概况
二、特征
第二节 中国金融系列产业链演进趋势
一、产业链生命周期分析
二、产业链价值流动分析
三、演进路径与趋势
第三节 中国金融系列产业链竞争分析
第四章 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7年华北地区金融系列行业分析
一、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三、2018-2025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四、2018-2025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二节 2017年东北地区金融系列行业分析
一、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三、2018-2025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四、2018-2025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三节 2017年华东地区金融系列行业分析
一、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三、2018-2025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四、2018-2025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四节 2017年华南地区金融系列行业分析
一、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三、2018-2025年市场走势情况分析
四、2018-2025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五节 2017年华中地区金融系列行业分析
一、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三、2018-2025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四、2018-2025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六节 2017年西部地区金融系列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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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市场竞争力情况分析
三、2018-2025年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四、2018-2025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五章 中国金融系列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金融系列制造行业信贷分析
一、2013-2017年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分析
二、2013-2017年行业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分析
三、2013-2017年行业城乡储蓄存款分析
第二节 2013-2017年金融系列经营分析
一、2013-2017年国家政策银行分析
二、2013-2017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析
三、2013-2017年邮政银行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金融系列制造行业市场总况分析
一、2017年银行业市场总况分析
二、2017年行业证券市场总况分析
三、2017年保险行业市场总况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金融系列行业资金流动分析
一、2013-2017年银行业资金流动分析
二、2013-2017年证券行业资金流动分析
三、2013-2017年保险行业资金流动分析
第六章 中国金融系列市场需求
第一节 2013-2017年金融系列产能分析
一、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动态
二、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产能分析
三、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产现金周转率分析
第二节 2013-2017年金融系列产量分析
一、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运行情况
二、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货币供应量
三、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增长率
第三节 2018-2025年金融系列市场需求
一、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供应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需求量预测
第七章 2017年金融行业主要类别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7年银行业发展分析

金融系列发展趋势分析

-5-

中国金融系列行业现状调研与未来前景趋势报告（2018年）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一、我国银行业外部环境分析
二、国内商业银行战略变革思路
第二节 2017年保险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7年保险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2017年保险行业发展趋势
三、2017年保险行业发展策略
第三节 2017年证券行业发展分析
一、2017年证券行业发展现状
二、2017年证券行业市场结构性机会分析
三、2017年证券行业发展情形及展望
第八章 中国金融系列产品分析
第一节 中国金融系列产品创新
一、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的途径
二、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思考
第二节 中国金融系列产品营销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JinRongXiLieFaZhanQuShiFenXi.html
第三节 中国金融系列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
第九章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SWOT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二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三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四节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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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SWOT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五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SWOT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六节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九节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SWOT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十节 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三、公司SWOT分析
四、公司发展前景
第十章 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产业宏观预测
一、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行业宏观预测
二、中国金融系列业发展状况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形势分析
一、2018-202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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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中国金融系列市场运行的因素分析
第三节 北.京.济.研:济研：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3-2017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趋势总结
二、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发展趋势分析
三、2018-2025年中国金融系列市场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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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中国银行优势分析
图表 中国银行劣势分析
图表 中国银行机会分析
图表 中国银行威胁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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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中国工商银行SWOT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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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Chinese financial series profession study and future prospects Trends Report ( 2015 )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经营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优势和劣势
图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威胁与机会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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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状况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流量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单股指标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效率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析
图表 2017年宏观经济指标
图表 我国投资周期领先经济周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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