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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及投资规划建议咨询报

告》介绍了工程咨询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工程咨询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工程咨询行业

的现状、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工程咨询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工程咨询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工

程咨询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

【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如何？中国工程咨询行业机构如何？中国

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环境如何？】

第一章 工程咨询行业主体结构分析

　　第一节 工程咨询行业定义

　　　　一、工程咨询行业定义

　　　　二、工程咨询行业特点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范围

　　　　一、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范围

　　　　二、工程咨询行业服务对象

　　第三节 工程咨询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资质级别划分

　　第四节 工程咨询行业主体结构分析

　　　　一、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分析

　　　　二、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分析

　　　　三、工程咨询企业区域结构分析

　　　　四、工程咨询企业专业结构分析

　　第五节 工程咨询行业市场经营现状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盈利空间分析

　　　　 

第二章 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工程咨询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相关政策

　　　　1、新近国家发布相关政策

　　　　2、政策环境变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二、工程咨询行业相关规划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二、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增长

　　第三节 工程咨询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城市化进程分析

　　　　1、城市化驱动机制分析

　　　　2、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3、城市化对工程咨询行业的影响

　　　　二、社会信用体系分析

　　　　1、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存在信用问题

　　　　2、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利于行业诚信度的提升

　　第四节 工程咨询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产业技术环境对工程造价行业的影响

　　　　1、产业相关技术环境变化

　　　　2、促使工程咨询企业业务结构调整

　　　　3、促使工程咨询企业人才结构变化

　　　　二、工程造价行业的信息化建设

　　　　1、我国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分析

　　　　2、我国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与国外的差异

　　　　3、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分析

【我国工程咨询行业运行现状如何？工程咨询市场价格走势分析如何？我国工程咨询行业整

体运行指标分析如何？】

第三章 我国工程咨询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阶段

　　　　二、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三、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

　　　　一、2015-2017年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规模

　　　　二、2015-2017年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5-2017年中国工程咨询企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工程咨询市场情况分析

　　　　一、2015-2017年中国工程咨询市场总体概况

　　　　二、2015-2017年中国工程咨询产品市场发展分析

　　第四节 我国工程咨询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一、工程咨询市场定价机制组成

　　　　二、工程咨询市场价格影响因素

　　　　三、2015-2017年工程咨询服务价格走势分析

　　　　四、2018-2023年工程咨询服务价格走势预测

　　　　 

第四章 我国工程咨询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工程咨询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中国工程咨询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1、我国工程咨询行业销售利润率

　　　　2、我国工程咨询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3、我国工程咨询行业亏损面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1、我国工程咨询行业资产负债比率

　　　　2、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利息保障倍数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1、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应收帐款周转率

　　　　2、我国工程咨询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3、我国工程咨询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1、我国工程咨询行业总资产增长率

　　　　2、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3、我国工程咨询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4、我国工程咨询行业资本保值增值率

　　　　 

第三部分 市场供需分析调研

【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有哪些？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投资机会如何？工程咨询各细

分市场行业前景调研如何？】

第五章 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投资机会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 建筑行业工程咨询发展分析

　　　　一、建筑行业工程咨询生命周期分析

　　　　二、建筑行业工程咨询市场容量分析

　　　　三、建筑行业工程咨询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城市交通轨道建设工程咨询发展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生命周期

　　　　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三、城市轨道交通市场集中度分析

　　　　1、城轨交通区域分布结构

　　　　2、城轨交通区域分布预测

　　　　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咨询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房屋建筑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供求的分析

　　　　1、房地产政策对供给的影响

　　　　2、房地产政策对需求的影响

　　　　3、房地产政策对供求平衡的影响

　　　　二、房地产行业市场供需现状分析

　　　　1、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

　　　　2、房地产开发建设规模

　　　　3、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

　　　　三、房屋建筑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房屋建筑工程咨询企业数量分析

　　　　2、房屋建筑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房屋建筑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四、房屋建筑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 市政公用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市政公用工程投资建设情况

　　　　1、市政公用工程投资情况

　　　　2、市政公用工程建设情况

　　　　二、市政公用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市政公用工程咨询企业数量分析

　　　　2、市政公用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市政公用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市政公用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 电力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电力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1、地区电力供需矛盾分析

　　　　2、电力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电力工程装机容量分析

　　　　二、电力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电力工程咨询企业数量分析

　　　　2、电力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电力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电力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水利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水利工程投资建设现状

　　　　1、水利工程投资规模分析

　　　　2、水利工程投资结构分析

　　　　3、农村水利工程核准情况

　　　　二、水利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水利工程咨询企业数量分析

　　　　2、水利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水利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水利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七节 铁路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铁路工程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二、铁路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铁路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铁路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铁路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铁路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八节 公路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公路工程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1、公路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2、公路建设里程与密度分析

　　　　二、公路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公路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公路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公路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公路工程咨询行业市场前景

　　第九节 石油化工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石油化工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二、石油化工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石油化工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石油化工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石油化工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石油化学工程咨询市场前景

　　第十节 冶金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冶金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二、冶金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冶金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冶金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冶金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冶金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十一节 矿山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矿山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二、矿山工程咨询发展现状分析

　　　　1、煤炭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煤炭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矿山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矿山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十二节 农林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农林工程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二、农林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

　　　　1、农林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农林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农林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农林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十三节 通信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通信工程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二、通信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

　　　　1、通信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通信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通信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通信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十四节 港口与航道工程咨询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港口与航道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1、水运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2、港口码头建设数量分析

　　　　二、港口与航道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

　　　　1、港口与航道工程咨询企业数量规模

　　　　2、港口与航道工程咨询企业资质结构

　　　　3、港口与航道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分析

　　　　三、港口与航道工程咨询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工程咨询行业主要分布如何？工程咨询行业主要集中的省市市场如何？中国工程咨询



行业竞争情况如何？中国工程咨询行业主要企业经营情况如何？】

第六章 工程咨询产业集群发展及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中国工程咨询产业集群发展特色分析

　　　　一、长江三角洲工程咨询产业发展特色分析

　　　　二、珠江三角洲工程咨询产业发展特色分析

　　　　三、环渤海地区工程咨询产业发展特色分析

　　　　四、闽南地区工程咨询产业发展特色分析

　　第二节 工程咨询重点区域市场评估

　　　　一、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及变化

　　　　1、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2、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3、行业区域分布特点分析

　　　　4、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5、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6、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二、工程咨询重点区域市场调研

　　　　1、江苏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调研

　　　　2、浙江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调研

　　　　3、上海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调研

　　　　4、福建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调研

　　　　5、广东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调研

　　　　 

第七章 2015-2017年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现状

　　　　一、中国工程咨询行业企业分布

　　　　二、中国工程咨询行业从业人员

　　　　三、中国工程咨询行业营业收入

　　　　四、中国工程咨询行业营收排名

　　　　五、中国工程咨询业务收费现状

　　　　六、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现状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现有企业间的竞争



　　　　二、工程咨询行业新进入者威胁分析

　　　　三、工程咨询行业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四、工程咨询行业客户议价能力分析

　　　　五、工程咨询行业替代性威胁分析

　　第三节 工程咨询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工程咨询企业人才战略分析

　　　　二、工程咨询企业品牌战略分析

　　　　三、工程咨询企业战略联盟分析

　　　　四、工程咨询企业差异化战略分析

　　　　五、工程咨询企业新业务开发战略分析

　　第四节 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工程咨询行业竞争概况

　　　　1、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品牌竞争格局

　　　　2、工程咨询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工程咨询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二、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工程咨询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工程咨询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民企与外企比较分析

　　　　4、国内工程咨询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三、中国工程咨询服务竞争力优势分析

　　　　1、整体产品竞争力评价

　　　　2、产品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3、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四、工程咨询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1、重点企业资产总计对比分析

　　　　2、重点企业从业人员对比分析

　　　　3、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4、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5、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五节 2015-2017年工程咨询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5-2017年国内外工程咨询竞争分析



　　　　二、2015-2017年我国工程咨询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5-2017年我国工程咨询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5-2017年国内主要工程咨询企业动向

　　　　五、2018年国内工程咨询企业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六节 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二、本土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三、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趋势分析

　　第七节 中国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一、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分析

　　　　二、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1、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

　　　　2、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含义及确定方法

　　　　三、培养和提升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法

　　　　1、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软指标提升方法

　　　　2、工程咨询企业核心竞争力硬指标提升方法

　　　　 

第八章 2015-2017年工程咨询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业务资质分析

　　　　五、企业营销增长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九、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二节 江苏苏亚金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三节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三、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四、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五、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四节 中国友发国际工程设计咨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目标分析

　　　　五、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六、企业扩张规划分析

　　　　七、企业行业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最新业务分析

　　第五节 中国地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四、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五、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六、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七、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八、企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六节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企业市场影响力分析

　　　　四、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五、企业品牌效益分析

　　　　六、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七、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第七节 深圳市市政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目标分析

　　　　五、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六、企业扩张规划分析

　　　　七、企业行业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最新业务分析

　　第八节 天津市宏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九节 黑龙江省同信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三、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四、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五、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十节 陕西天元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业务资质分析

　　　　五、企业营销增长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九、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十一节 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四、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五、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六、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七、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八、企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十二节 江苏中设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目标分析

　　　　五、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六、企业扩张规划分析

　　　　七、企业行业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最新业务分析

　　第十三节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企业市场影响力分析

　　　　四、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五、企业品牌效益分析

　　　　六、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七、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第十四节 山东时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五节 广东人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四、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五、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六、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七、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八、企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十六节 合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三、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四、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五、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十七节 浙江新世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八节 甘肃新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企业市场影响力分析

　　　　四、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五、企业品牌效益分析

　　　　六、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七、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第十九节 安徽民力工程咨询集团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业务资质分析

　　　　五、企业营销增长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九、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二十节 广西桂能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四、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五、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六、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七、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八、企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二十一节 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三、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四、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五、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二十二节 北京逸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目标分析

　　　　五、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六、企业扩张规划分析

　　　　七、企业行业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最新业务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十三节 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企业市场影响力分析

　　　　四、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五、企业品牌效益分析

　　　　六、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七、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第二十四节 河南中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十五节 辽宁环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发展目标分析

　　　　五、企业营销网络分布

　　　　六、企业扩张规划分析

　　　　七、企业行业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最新业务分析

　　第二十六节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二十七节 湖南友谊投资咨询集团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四、企业业务范围及资质

　　　　五、企业营销渠道分析

　　　　六、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七、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八、企业发展方向分析

　　第二十八节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企业市场影响力分析

　　　　四、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五、企业品牌效益分析

　　　　六、企业组织框架分析

　　　　七、企业主要业务分析

　　第二十九节 天津房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七、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八、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九、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三十节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述分析

　　　　二、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业务资质分析

　　　　五、企业营销增长分析

　　　　六、企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七、企业品牌影响力分析

　　　　八、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九、企业最新动态分析

 

第五部分 趋势预测展望

【中国工程咨询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如何？中国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的投资策略

如何？工程咨询行业投资价值如何？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趋势如何？】

第九章 工程咨询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研究

　　第一节 &ldquo;十二五&rdquo;工程咨询行业发展回顾

　　　　一、&ldquo;十二五&rdquo;工程咨询行业运行情况

　　　　二、&ldquo;十二五&rdquo;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特点

　　　　三、&ldquo;十二五&rdquo;工程咨询行业发展成就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总体规划

　　　　一、工程咨询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纲要

　　　　二、工程咨询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指导思想

　　　　三、工程咨询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主要目标

　　第三节 &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解读

　　　　一、&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的总体战略布局

　　　　二、&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的主要精神解读

　　第四节 &ldquo;十三五&rdquo;区域产业发展分析

　　　　一、&ldquo;十二五&rdquo;区域发展态势与存在问题

　　　　二、&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区域政策的基本走向

　　　　三、&ldquo;十三五&rdquo;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转移

　　第五节 &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工程咨询行业热点问题研究

　　　　一、行业技术发展热点问题

　　　　二、产业增长方式转型问题

　　　　三、行业产业链延伸问题



　　　　四、行业节能减排问题

　　　　五、产业转移及承接问题

　　　　 

第十章 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与区域市场选择策略

　　第一节 未来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趋势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的关系

　　　　二、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预测分析

　　　　1、宏观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2、宏观经济发展趋势预测

　　　　三、工程咨询行业市场趋势分析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投资规划建议选择

　　　　一、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前景预判

　　　　二、未来工程咨询行业细分市场战略选择

　　第三节 工程咨询行业区域市场投资规划建议选择

　　　　一、地区经济增长比较分析

　　　　1、地区经济规模比较分析

　　　　2、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分析

　　　　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分析

　　　　1、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比较分析

　　　　2、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分析

　　　　3、地区房屋建设投资比较分析

　　　　三、未来工程咨询行业区域市场投资规划建议选择

　　　　 

第十一章 2018-2023年工程咨询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第一节 工程咨询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工程咨询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8-2023年工程咨询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第三节 2018-2023年工程咨询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一、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1、行业活力系数比较及分析

　　　　2、行业投资收益率比较及分析

　　　　3、行业投资效益评估

　　　　二、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三、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四、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第十二章 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应对策略

　　第一节 中国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开展全过程服务的趋势

　　　　二、工程咨询业&ldquo;扩展业务边界&rdquo;的趋势

　　第二节 中国工程咨询企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工程咨询企业服务功能发展趋势

　　　　二、工程咨询企业服务质量发展趋势

　　　　三、工程咨询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趋势

　　　　四、工程咨询企业项目管理发展趋势

　　　　五、工程咨询企业市场细分发展趋势

　　　　六、工程咨询企业运营方向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国工程咨询企业人力资源建设

　　　　一、工程咨询企业人力资源价值链

　　　　二、工程咨询企业人才吸引与维持战略

　　　　1、人才建设方面的现状与问题

　　　　2、工程咨询企业才吸引与维持战略

　　　　三、工程咨询企业人才机制配置建议

　　　　1、工程咨询企业人才牵引机制

　　　　2、工程咨询企业人才激励机制

　　　　3、工程咨询企业人才评价约束机制

　　　　4、工程咨询企业人才竞争淘汰机制

　　　　5、工程咨询企业人才机制案例分析

　　第四节 中国工程咨询企业投资策略建议

　　　　一、工程咨询企业战略联盟策略



　　　　1、实施战略联盟整合力量

　　　　2、工程咨询加强协作

　　　　3、实现战略伙伴的共生共荣

　　　　二、工程咨询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

　　　　 

第六部分 投资前景研究

【工程咨询行业可持续趋势预测如何？工程咨询行业经典案例分析如何？工程咨询行业投资

前景有哪些？工程咨询有哪些投资建议？】

第十三章 工程咨询行业可持续发展及前景分析

　　第一节 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业竞争机制不健全

　　　　二、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

　　　　三、行业管理体制落后

　　　　四、企业业务范围有待扩展

　　　　五、企业经营水平亟待提高

　　　　六、&ldquo;行业垄断&rdquo;与&ldquo;区域保护&rdquo;盛行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一、规范工程咨询市场

　　　　二、推行工程咨询业专业责任风险制

　　　　三、健全工程咨询运行机制

　　　　四、增强工程咨询竞争实力

　　　　五、重视工程咨询人才的培养

　　第三节 工程咨询行业前景展望及发展建议

　　　　一、工程咨询行业前景展望

　　　　1、我国建筑业发展规划总体目标

　　　　2、我国工程咨询行业展望

　　　　二、工程咨询企业发展建议

　　　　1、工程咨询企业需要战略

　　　　2、企业应该重视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3、企业应该重视企业信息化建设

　　第四节 工程咨询行业的业务类型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的行业性质分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的业务范围分析

　　　　三、工程咨询行业的行业价值分析

　　第五节 工程咨询行业的服务及服务质量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的服务涵义

　　　　二、工程咨询行业的服务生产特点

　　　　三、工程咨询行业的服务质量界定

　　　　四、工程咨询行业的服务质量特点

　　　　1、质量构成的综合性

　　　　2、质量评价的主观性

　　　　3、对员工素质的依赖性

　　　　4、质量影响的社会性

　　　　5、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第六节 工程咨询行业的服务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工程咨询行业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机理

　　　　二、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质量保障体系框架

　　　　三、工程咨询行业质量保障体系构架措施

　　　　1、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质量基础保障措施

　　　　2、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质量知识保障措施

　　　　3、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质量组织保障措施

　　　　4、工程咨询行业服务质量其他保障措施

　　第七节 工程咨询企业风险存在的形式与根源

　　　　一、工程咨询企业风险存在的形式

　　　　1、责任赔偿

　　　　2、信誉损伤

　　　　二、工程咨询企业风险存在的根源

　　　　1、施工方原因

　　　　2、建设监理方原因

　　　　3、造价管理方原因

　　　　4、咨询机构自身原因

　　　　三、工程咨询企业风险的识别和预估

　　第八节 工程咨询企业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一、规范操作规程



　　　　二、专业技术措施

　　　　三、经济管理措施

　　　　四、合同管理措施

　　　　五、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第十四章 工程咨询行业案例分析研究

　　第一节 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案例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成功案例分析

　　　　1、国外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成功案例解析

　　　　2、国内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成功案例解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失败案例分析

　　　　1、国外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失败案例解析

　　　　2、国内工程咨询行业并购重组失败案例解析

　　　　三、经验借鉴

　　第二节 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案例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成功案例分析

　　　　1、国外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成功案例解析

　　　　2、国内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成功案例解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失败案例分析

　　　　1、国外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失败案例解析

　　　　2、国内工程咨询行业经营管理失败案例解析

　　　　三、经验借鉴

　　第三节 工程咨询行业营销案例分析

　　　　一、工程咨询行业营销成功案例分析

　　　　1、国外工程咨询行业营销成功案例解析

　　　　2、国内工程咨询行业营销成功案例解析

　　　　二、工程咨询行业营销失败案例分析

　　　　1、国外工程咨询行业营销失败案例解析

　　　　2、国内工程咨询行业营销失败案例解析

　　　　三、经验借鉴

　　　　 

第十五章 工程咨询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第一节 工程咨询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工程咨询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工程咨询品牌的重要性

　　　　二、工程咨询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工程咨询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工程咨询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工程咨询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工程咨询经营策略分析

　　　　一、工程咨询市场细分策略

　　　　二、工程咨询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工程咨询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工程咨询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一、2017年工程咨询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二、2018-2023年工程咨询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三、2018-2023年细分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第十六章 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工程咨询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工程咨询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 工程咨询行业投资建议

　　　　一、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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