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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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共

享经济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共享经济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共享经济行业的现状、中国

共享经济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共享经济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共享经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共享经济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共享经济行业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在短时间内已经快速地渗透到了很多行业和细分市场。

     共享经济行业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在短时间内已经快速地渗透到了很多行业和细分市场。

以消费交易对象为分类标准将共享型经济行业分为五个主要类型，涉及旅行住宿共享、物流

共享、交通共享、服务共享、闲置用品共享。

                             A、旅行住宿             房屋住宿共享                               办公室共享                               B、

物流             食 品物流                               其他商品物流                               C、交通             租车和拼车       

                       出租车服务                               轮船共享                               飞机租赁                               自行车

共享                               D、服务共享             零散体力劳动                               知识技能等脑力服务           

                   E、闲置用品             家庭生活用品                               企业闲置物品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博思数据整理

  

     共享经济的生命周期中，从专营市场阶段到成熟期，共享经济在交易参与者方面，可以扩

展到B2B，交易对象也可以延伸到日常生活用品、办公用品、零散劳动等更加细致的领域。

  

 共享经济的生合周期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4年英国共享经济行业调研及投资调研报告》共十四章。首先介

绍了英国共享经济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英国共享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英国共享

经济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英国共享经济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英国共享

经济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英国共享经济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英国共享经济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英国共享经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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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评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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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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