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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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及趋势预测分

析研究报告》介绍了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私人银行服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的现状、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私人银行服务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私人银

行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第一章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相关基础概述及研究机构　　1.1  私人银行　　　　1.1.1  私人银行

界定　　　　1.1.2  私人银行对象　　　　1.1.3  私人银行特点　　1.2  私人银行发展历史　　

　　1.2.1  全球私人银行业务历史　　　　1.2.2  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历史　　1.3  私人银行业务

特点　　　　1.3.1  高准入门槛，服务对象局限性　　　　1.3.2  多元化，专业化，高要求　　

　　1.3.3  具备风险防范和管理体系　　1.4  私人银行与零售银行及贵宾理财业务的区别　　

　　1.4.1  服务的对象不同　　　　1.4.2  服务的理念不同　　　　1.4.3  服务的内容不同　　

　　1.4.4  服务的范围不同　　　　1.4.5  服务的风险不同　　　　1.4.6  服务的场所不同　　

　　1.4.7  服务团队的素质要求不同　　　　1.4.8  服务的收益不同　　1.5  私人银行行业研究

机构　　　　1.5.1  私人银行行业介绍　　　　1.5.2  私人银行行业研究优势　　　　1.5.3  私

人银行行业研究范围　　　　 第二章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2.1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1.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1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2、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3、全国居民

收入情况　　　　　　4、恩格尔系数　　　　　　5、工业发展形势　　　　　　6、固定资

产投资情况　　　　2.1.2  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2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政策环

境分析　　　　2.2.1  行业监管环境　　　　　　1、行业主管部门　　　　　　2、行业监管

体制　　　　2.2.2  行业政策分析　　　　　　1、主要法律法规　　　　　　2、相关发展规

划　　　　2.2.3  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3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2.3.1  行业社会环境　　　　　　1、人口环境分析　　　　　　2、教育环境分析　　

　　　　3、文化环境分析　　　　　　4、生态环境分析　　　　　　5、中国城镇化率　　

　　　　6、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2.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2.4  中

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私人银行服务技术分析　　　　　　1、技

术水平总体发展情况　　　　　　2、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新技术研究　　　　2.4.2  私人

银行服务技术发展水平　　　　　　1、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　　　　　



　2、与国外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的技术差距　　　　2.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2.4.4

 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3.1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产业链概述　　　　3.1.1  产业链定义　　　　3.1.2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产业

链　　3.2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主要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3.2.1  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3.2.2  上游产业供给分析　　　　3.2.3  上游供给价格分析　　　　3.2.4  主要供给企业分析

　　3.3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主要下游产业发展分析　　　　3.3.1  下游（应用行业）产业发展

现状　　　　3.3.2  下游（应用行业）产业需求分析　　　　3.3.3  下游（应用行业）主要需求

企业分析　　　　3.3.4  下游（应用行业）最具前景产品/行业调研　　　　 第四章  国际私人

银行服务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4.1  2015-2017年全球私人银行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1.1

 全球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现状　　　　4.1.2  全球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特征　　　　4.1.3  全球私

人银行行业市场规模　　4.2  2015-2017年全球主要地区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状况　　　　4.2.1  

欧洲私人银行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2  美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3  

日韩私人银行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3  2018-2023年全球私人银行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1  全球私人银行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4.3.2  全球私人银行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3  全球私人银行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

发展概述　　5.1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1.1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阶段

　　　　5.1.2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5.1.3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5.2  2015-2017年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现状　　　　5.2.1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

热点　　　　5.2.2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现状　　　　5.2.3  2015-2017年中国私

人银行企业发展分析　　5.3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运行新格局透析　　　　5.3.1  私人银

行已成我国银行业务拓展新方向　　　　5.3.2  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特征浅析　　　　5.3.3  

我国商业银行加大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力度　　　　5.3.4  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开办情况

　　　　5.3.5  我国商业银行开办私人银行业务的环境分析　　　　5.3.6  我国私人银行业发展

尚任重道远　　　　5.3.7  私人银行与投资银行的资源整合分析　　5.4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

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5.4.1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制约因素　　　　5.4.2  中国私人银行

行业存在问题分析　　　　5.4.3  中国私人银行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第六章  中国私人

银行服务行业运行指标分析及预测　　6.1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6.1.1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企业数量情况　　　　6.1.2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

行业企业竞争结构　　6.2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6.2.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6.2.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6.2.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6.2.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6.3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及预测　　　　6.3.1 

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6.3.2  2018-2023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



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6.4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供需分析及预测　　　　6.4.1  中国私

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1、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供给规模分

析　　　　　　2、2018-2023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供给规模预测　　　　6.4.2  中国私人

银行服务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1、2015-2017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2、2018-2023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需求规模预测　　　　 第七章  中国互联

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7.1  互联网给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变革

分析　　　　7.1.1  互联网时代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大环境变化分析　　　　7.1.2  互联网给私人

银行服务行业带来的突破机遇分析　　　　7.1.3  互联网给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带来的挑战分析

　　　　7.1.4  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融合创新机会分析　　7.2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

务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7.2.1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投资布局分析　　　

　　　1、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投资切入方式　　　　　　2、中国互联网+私人银

行服务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3、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投资业务布局　　

　　7.2.2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目标客户互联网渗透率分析　　　　7.2.3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

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7.2.4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1、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参与者结构　　　　　　2、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

务行业竞争者类型　　　　　　3、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占有率　　7.3  中国

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趋势预测分析　　　　7.3.1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

场增长动力分析　　　　7.3.2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瓶颈剖析　　　

　7.3.3  中国互联网+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第八章  金融危机对中资私

人银行业务影响　　8.1  金融危机下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分析　　　　8.1.1  金融风暴影响

客户回流中资银行　　　　8.1.2  金融危机后中资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上的优势　　　　8.1.3  

金融危机后中资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上面临的挑战　　8.2  危机后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比

较分析　　　　8.2.1  危机前我国私人银行的发展状况　　　　8.2.2  危机后中资银行私人银行

业务的比较优势　　　　8.2.3  危机后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劣势和难点　　　　8.2.4  关于

中资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建议　　8.3  金融危机后私人银行业务拓展策略探讨　　　

　8.3.1  私人银行业务的内涵与特殊性　　　　8.3.2  金融危机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影响　　　

　8.3.3  金融危机形势下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新契机　　　　 第九章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

场竞争格局分析　　9.1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9.1.1  私人银行服务行

业区域分布格局　　　　9.1.2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9.1.3  私人银行服务行

业企业性质格局　　9.2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9.2.1  私人银行服务行

业上游议价能力　　　　9.2.2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9.2.3  私人银行服务行

业新进入者威胁　　　　9.2.4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9.2.5  私人银行服务行



业现有企业竞争　　9.3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SWOT分析　　　　9.3.1  私人银行服务

行业优势分析（S）　　　　9.3.2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劣势分析（W）　　　　9.3.3  私人银行

服务行业机会分析（O）　　　　9.3.4  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威胁分析（T）　　9.4  中国私人银

行服务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　　　　9.4.1  投资兼并重组现状　　　　9.4.2  投资兼并重

组案例　　9.5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策略建议　　　　 第十章  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

领先企业竞争力分析　　10.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1.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1.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1.4  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　　　　10.1.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1.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2  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2.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2.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2.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2.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2.5  企业最新发展动

态　　　　10.2.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3.1  企业

发展基本情况　　　　10.3.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3.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3.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3.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3.6  企业投资前景分

析　　10.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4.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4.2  企业主要

产品分析　　　　10.4.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4.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4.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4.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5.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5.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5.3  企业竞争优势分

析　　　　10.5.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5.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5.6  企业投

资前景分析　　10.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6.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6.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6.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6.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6.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6.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0.7.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7.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7.3  企业

竞争优势分析　　　　10.7.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7.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7.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8.1  企业发展基本

情况　　　　10.8.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8.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8.4  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　　　　10.8.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8.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9  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9.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9.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9.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9.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9.5  企业最新发展

动态　　　　10.9.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0.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10.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10.3  企业竞争优势

分析　　　　10.10.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10.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10.6  企

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一章  2018-2023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



研究　　11.1  2018-2023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11.1.1  中国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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