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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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邮政储蓄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邮政储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邮政储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邮政储蓄行业

的现状、中国邮政储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邮政储蓄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邮政储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邮政储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邮

政储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邮政通信网的基础很差，网点稀少，设备陈旧。1949年底，全国（

除西藏和台湾）只有   邮电局所26328个，每个邮电局所平均服务面积364.6平方公里，平均服

务人口2.1万人，业务种类仅有函件、包件、汇票等几种，每人平均函件量仅有1.1件，全年邮

政业务总量1.35亿元，邮政业务收入6208.4万元。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邮政储蓄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邮政业务总量累计值达12345.2亿元，比上年累计增长26.4%。         指

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邮政业务总量当

期值(亿元)   1279.6   1376.7   1123.7   1065.1   983   988.9       邮政业务总量累计值(亿元)   12345.2  

11065.6   9688.9   8565.2   7500   6517       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26.2   23.6   24.8   22.6   24.2  

27.3       邮政业务总量累计增长(%)   26.4   26.5   26.9   27.2   27.9   28.4

第一章 邮政储蓄相关概述

 　　第一节 邮政储蓄简述

　　　　一、邮政储蓄特点分析

　　　　二、邮政储蓄品种分析

　　　　三、邮政储蓄服务举措

　　第二节 邮政储蓄改革的变迁与邮政储蓄银行设立的分析

　　　　一、我国邮政储蓄制度变迁及其发展分析

　　　　二、我国邮政储蓄银行设立所引发的一些关键难题分析

　　　　三、邮政储蓄改革的两难悖论与思路的重新审视 

第二章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九、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政策环境分析

　　　　一、金融政策分析

　　　　二、中国货币政策

　　　　三、邮政储蓄相关政策分析

　　　　四、规范邮政储蓄发展的政策举措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社会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业发展总体情况

　　　　一、邮政储蓄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

　　　　二、国邮政储蓄机构及其职能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结构分析

　　　　一、国有独资商业邮政储蓄

　　　　二、股份制商业邮政储蓄

　　　　三、城市邮政储蓄经营策略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营业设施构成

　　　　一、邮政储蓄营业设施的占有状况

　　　　二、邮政储蓄营业网点的地区分布

　　第四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个人储蓄存款余额

　　　　二、银行卡业务

　　　　三、汇款业务

　　　　四、机构数量

　　　　五、资产情况

　　第五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位的分析

　　　　一、邮政储蓄银行目标的定位分析



　　　　二、邮政储蓄银行功能的定位分析

　　　　三、邮政储蓄银行市场的定位分析

　　第六节 2018年中国邮政金融的发展与借鉴

　　　　一、中国邮政储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国外邮政储蓄发展借鉴 

第四章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业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对邮政储蓄业的影响

　　　　一、国家经济工作重点对邮政储蓄业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第二节 其他金融投资工具发展对中国邮政储蓄业的影响

　　　　一、大众化投资工具--基金的影响

　　　　二、基金市场预测

　　　　三、保险业的发展对邮政储蓄业影响

　　　　四、债券业的发展对存款的影响

　　　　五、信托业发展对邮政储蓄业的影响

　　　　六、股市的发展对邮政储蓄业的影响

　　　　七、房地产行业发展对邮政储蓄业的影响 

第五章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细分业务市场供需分析分析

 　　第一节 邮政储蓄卡业务

　　　　一、邮政储蓄卡相关概述

　　　　二、邮政储蓄卡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三、我国邮政储蓄卡产业发展盘点

　　第二节 理财业务

　　　　一、理财业务的市场规模

　　　　二、邮政储蓄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现状

　　　　三、各邮政储蓄理财服务比较

　　第三节 保理业务

　　　　一、保理业务介绍

　　　　二、保理业务的特点分析

　　　　三、保理业务动态分析

　　第四节 信贷业务

　　　　一、信贷业务现状综述



　　　　二、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第五节 票据业务

　　　　一、票据业务现状分析

　　　　二、票据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第六节 公开市场业务

　　　　一、公开市场业务简述

　　　　二、公开市场业务现状分析

　　　　三、公开市场业务运营动态分析

　　　　四、公开市场操作彰显调控主动性和有效性

　　第七节 邮政储蓄间业务发展现状及展望

　　　　一、邮政储蓄间外汇市场

　　　　二、邮政储蓄间债券市场 

第六章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客户关系管理营销及品牌分析

 　　第一节 邮政储蓄客户价值的识别分析

　　　　一、邮政储蓄客户贡献价值的测算

　　　　二、基于终身价值的识别

　　　　三、客户价值识别对邮储经营思想

　　第二节 邮政储蓄客户关系营销策略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品牌战略的实施

　　　　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品牌架构

　　　　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品牌定位

　　　　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品牌传播推广

　　　　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品牌维护 

第七章 2018年中国城市邮政储蓄市场评估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城市邮政储蓄发展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城市邮政储蓄社会评价分析

　　　　一、使用邮政储蓄业务的情况

　　　　二、未选择邮政储蓄的原因

　　　　三、网点设置及营业时间的合理性

　　　　四、现有业务种类满足需要程度

　　　　五、营业人员服务质量

　　　　六、投资方式的选择上



　　　　七、了解新业务的方式

　　　　八、意见和建议（与银行的差距）

　　第三节 2018年中国城市邮政储蓄经营环境分析

　　　　一、外部环境

　　　　二、内部环境

　　　　三、环境对城市邮政储蓄经营的影响

　　第四节 2018年中国城市邮政储蓄改进方向及对策分析

 第八章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竞争对手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竞争对手分析

　　　　一、农村信用社的竞争能力分析

　　　　二、农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分析

　　　　三、工商银行的竞争能力分析

　　　　四、建设银行的竞争能力分析

　　　　五、中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分析

　　　　六、民营银行或中小股份制银行的竞争能力分析

　　　　七、邮政储蓄银行主要竞争对手战略管理分析

　　第二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swot分析

　　　　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外部环境分析

　　　　二、中国邮政邮政储蓄银行内部环境分析

　　　　三、swot矩阵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邮政储蓄业竞争力分析

　　　　一、邮政储蓄核心竞争力分析

　　　　二、可发掘的竞争能力--零售邮政储蓄

　　　　三、基于7s模型的邮政储蓄银行竞争力提升研究 

第九章 2018年中国重点省市邮政储蓄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北京

　　　　一、发展环境分析

　　　　二、现状分析  

　　　　三、竞争情况分析

　　　　四、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上海

　　　　一、发展环境分析



　　　　二、现状分析

　　　　三、竞争情况分析

　　　　四、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辽宁省

　　　　一、发展环境分析

　　　　二、现状分析

　　　　三、竞争情况分析

　　　　四、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节 深圳

　　　　一、发展环境分析

　　　　二、现状分析

　　　　三、竞争情况分析

　　　　四、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节 厦门

　　　　一、发展环境分析

　　　　二、现状分析

　　　　三、竞争情况分析

　　　　四、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章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市场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的发展趋势

　　　　一、邮政储蓄目前或未来可从事的业务范围

　　　　二、邮政储蓄中间业务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功能定位的设想

　　　　一、确定邮政储蓄银行功能定位的原则

　　　　二、对未来邮政储蓄银行功能定位的选择

　　　　三、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市场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产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行业投资概况

　　　　一、邮政储蓄行业投资特性

　　　　二、邮政储蓄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投资机会分析



　　　　一、邮政储蓄投资潜力

　　　　二、邮政储蓄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邮政储蓄投资前景及防范

　　　　一、金融风险分析

　　　　二、政策风险分析  

　　　　三、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四节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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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014-2018年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变化情况

　　图表 2018年银行间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化情况

　　图表 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增长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货币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流通中现金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活期存款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准货币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定期存款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储蓄存款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其他存款供应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业务总量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函件总数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包裹总数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特快专递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业汇票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业订销报纸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邮政业订销杂志及增长

　　

　　

　　略&hellip;&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F74382UIK3.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F74382UIK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