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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保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保理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保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保理行业的现状、中国保理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保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保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保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保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保理（Factoring）又称托收保付，卖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

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提供保理服务的金融机构），由保理商向其提供资

金融通、买方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金融

服务方式。它是商业贸易中以托收、赊账方式结算货款时，卖方为了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增

强流动性而采用的一种委托第三者（保理商）管理应收账款的做法。

     2011年，中国跃居全球第一大保理市场并一直延续至今，截止2015 年中国保理市场规模

达3529亿欧元，同比下降13.1%。目前中国市场与欧洲市场相似，银行保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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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保理行业整体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 

 3.1 全球保理行业发展走势分析

 3.1.1 全球保理市场规模分析 

 保理起源于 14 世纪英国的纺织工业， 19世纪下半叶逐渐兴盛的国际贸易推动保理业务出现

快速发展， 并在美国首次出现了现代意义的保理。 现代意义的保理是指通过为应收账款的债

权方提供包括债务管理、催收、债权转让融资、资信评估和信用担保等一系列服务来换取利

息收入、手续费、 佣金等收入的金融业务。

 伴随现代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信用交易（赊销赊购）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

应收账款成为传统产业部门的重要资产，也成为其现金周转的重要障碍之一，如何加速应收

账款周转从而加速现金周转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 专门针对应收账款

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的保理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根据 FCI（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 

国际保理商联合会） 的统计数据，截止2015 年全球保理业务量达 2.37万亿欧元。                          

2007-2015年全球保理行业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FCI

  

 3.1.2 全球保理市场区域分布 

 3.1.3全球保理行业盈利能力   

 3.1.4 全球保理行业风险变化 

 3.1.5国外成熟保理产品线分析

 3.2 全球重点区域保理市场调研

 3.2.1 欧元区保理市场走势分析    

 （1）欧元区经济形势分析

 （2）欧元区应收账款分析

 （3）欧元区保理市场规模

 （4）欧元区重点国家分析

 3.2.2 亚太区保理市场走势分析    

 （1）亚太区经济形势分析

 （2）亚太区应收账款分析

 （3）亚太区保理市场规模

 （4）亚太区重点国家分析



 3.2.3 其他重点国家保理市场调研 

 3.3 国内保理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3.3.1 国内保理市场规模分析 

 3.3.2 国内保理企业资产规模 

 3.3.3国内保理行业从业规模   

 3.3.4 国内保理企业数量与分布    

 3.4 国内保理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3.4.1 保理市场集中度分析

 3.4.2 保理行业主体结构分析 

 3.4.3保理业务区域分布分析   

 3.4.4 保理业务行业分布分析 

 3.4.5 保理行业投资与并购分析    

 （1）保理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情况

 （2）集团企业新设与并购保理公司

 3.5 国内保理行业发展阶段预测    

 3.5.1 发达国家保理行业成长轨迹 

 3.5.2 国内相似行业成长轨迹参考 

 3.5.3 国内保理行业发展阶段预测 

 （1）国内保理行业当前所处阶段   

 （2）国内保理行业下一阶段特征   

  

 第4章：保理行业关联竞争对手分析 

 4.1 融资租赁公司关联业务分析

 4.1.1 融资租赁公司产品布局 

 4.1.2 融资租赁行业客户特征 

 4.1.3 融资租赁行业市场预测 

 4.1.4 融资租赁保理业务优势 

 4.1.5 融资租赁保理业务进展 

 4.2 小额贷款公司关联业务分析    

 4.2.1 小额贷款公司产品布局 

 4.2.2 小额贷款行业客户特征 

 4.2.3 小额贷款行业发展趋势 



 4.2.4 小额贷款行业业务优势 

 4.2.5 小额贷款行业发展困境 

 4.3 信用担保公司关联业务分析

 4.3.1 信用担保公司产品布局 

 4.3.2 信用担保行业客户特征 

 4.3.3 信用担保行业发展趋势

 4.3.4 信用担保行业业务优势 

 4.3.5 信用担保行业发展困境 

 4.4 第三方支付公司关联业务分析 

 4.4.1 第三方支付公司产品布局    

 4.4.2 第三方支付行业客户特征    

 4.4.3 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趋势    

 4.4.4 第三方支付行业业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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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融资服务领域竞争对手劣势对比 

 4.5.3 融资服务领域竞争对手机会对比 

 4.5.4 融资服务领域竞争对手威胁分析 

  

 第5章：保理行业工业领域渠道拓展前景

 5.1 电子设备制造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5.1.1 电子设备制造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1）计算机制造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2）通信设备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3）其他电子设备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5.1.2 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保理商分析

 5.1.3 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保理产品分析 

 5.1.4 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5.1.5 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5.2 电气机械制造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5.2.1 电气机械制造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5.2.2 电气机械制造领域保理商分析    

 5.2.3 电气机械制造领域保理产品分析 

 5.2.4 电气机械制造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5.2.5 电气机械制造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5.3 通用设备制造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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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通用设备制造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5.4 汽车制造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5.4.1 汽车制造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5.4.2 汽车制造领域保理商分析    

 5.4.3 汽车制造领域保理产品分析 

 5.4.4 汽车制造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5.4.5 汽车制造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5.5 专用设备制造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5.5.1 专用设备制造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5.5.2 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保理商分析    

 5.5.3 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保理产品分析 

 5.5.4 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5.5.5 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5.6 化工行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5.6.1 化工行业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5.6.2 化工行业领域保理商分析    

 5.6.3 化工行业领域保理产品分析 

 5.6.4 化工行业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5.6.5 化工行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5.7 金属制品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5.7.1 金属制品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5.7.2 金属制品领域保理商分析    

 5.7.3 金属制品领域保理产品分析 



 5.7.4 金属制品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5.7.5 金属制品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第6章：保理行业服务领域渠道拓展前景

 6.1 航空行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6.1.1 航空行业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6.1.2 航空行业领域保理商分析    

 6.1.3 航空行业保理产品覆盖类型 

 6.1.4 航空行业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6.1.5 航空行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6.2 医疗行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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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 环保行业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6.3.5 环保行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6.4 公用事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6.4.1 公用事业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6.4.2 公用事业领域保理商分析

 6.4.3 公用事业保理产品覆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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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公用事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6.5 建筑行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6.5.1 建筑行业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6.5.2 建筑行业领域保理商分析    

 6.5.3 建筑行业保理产品覆盖类型 



 6.5.4 建筑行业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6.5.5 建筑行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6.6 教育行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6.6.1 教育行业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6.6.2 教育行业领域保理商分析    

 6.6.3 教育行业保理产品覆盖类型 

 6.6.4 教育行业领域保理风险分析 

 6.6.5 教育行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6.7 物流行业保理领域拓展前景

 6.7.1 物流行业细分领域应收账款分析 

 6.7.2 物流行业领域保理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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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房地产行业领域保理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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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商业保理机构经营状况分析 

 8.1 商业保理企业整体经营状况

 8.1.1 商业保理企业营收规模分析 

 8.1.2 不同性质商业保理公司分析 

 （1）国企背景保理公司分析   

 （2）小型民营保理公司分析   

 8.2 代表商业保理企业经营分析

 8.2.1 渤海国际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 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3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4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5 高银保理（中国）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6 鑫银国际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7 惠丰国际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8 鑫晟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9 亚洲保理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0 上海恒茂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1 天津鼎石国际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2 丰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3 上海中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4 达泰（天津）国际保理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5 瀛寰东润（中国）国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6 上海莱茵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7 重庆宝煜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8 新华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9 浙江大道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0 盈信保理（上海）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1 中兴恒和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2 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3 天津瑞茂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4 浙江省浙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5 江苏泛联保理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业务规模分析   

 （2）企业主营产品分析   

 （3）企业营收状况分析   

 （4）企业客户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9章：中国重点区域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9.1 保理试点区域发展优劣势对比 

 9.1.1 天津滨海新区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滨海新区保理行业政策优势   

 （2）滨海新区保理企业竞争实力   

 （3）滨海新区保理业务规模分析   

 （4）滨海新区保理业务增长潜力   

 9.1.2 上海浦东新区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浦东新区保理行业政策优势   

 （2）浦东新区保理企业竞争实力   

 （3）浦东新区保理业务规模分析   

 （4）浦东新区保理业务增长潜力   

 9.1.3 CEPA相关区域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9.2 重点省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9.2.1 天津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天津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天津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天津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天津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天津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2 上海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上海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上海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上海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上海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上海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3 广州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广州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广州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广州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广州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广州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4 深圳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深圳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深圳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深圳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深圳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深圳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5 厦门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厦门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厦门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厦门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厦门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厦门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6 大连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大连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大连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大连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大连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大连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7 青岛市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青岛市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青岛市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青岛市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青岛市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青岛市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8 浙江省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浙江省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浙江省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浙江省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浙江省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浙江省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9.2.9 江苏省保理业务发展潜力

 （1）江苏省保理业务发展规模

 （2）江苏省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   

 （3）江苏省保理企业竞争格局

 （4）江苏省保理公司经营状况

 （5）江苏省保理行业发展机会

  

 第10章：国内保理行业信用风险管理    

 10.1 保理行业客户选择分析   

 10.1.1 适合做保理业务的行业特征

 10.1.2 不适合保理业务的行业特征

 10.2 保理行业信用风险特征分析   

 10.2.1 保理行业信用风险广度分析

 10.2.2 保理行业信用风险深度分析

 10.2.3 处于运营困境保理企业分析

 10.2.4 保理行业出现坏账主要原因

 10.3 保理业务经营风险防范策略   

 10.3.1 市场风险防范对策

 10.3.2 信用风险防范对策

 10.3.3 操作风险防范对策

 10.3.4 法律风险防范对策

 10.4 保理行业风险管理与内控流程



 10.4.1 债务企业风险评估评级

 10.4.2 债务企业授信额度确定

 10.4.3 客户财务风险监控过程

 10.4.4 客户财务风险预警系统

 10.5 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技术分析   

 10.5.1 当前主要企业信用评级技术分析

 10.5.2 保理行业信用评级技术应用状况

 10.5.3 优质企业财务风险管理软件分析

 10.5.4 重点软件供应商相关分析   

  

 第11章：保理行业利润增长机会与趋势分析

 11.1 保理行业未来利润增长点预测

 11.1.1 B2B保理市场机会预测 

 11.1.2 供应链融资市场预测   

 11.1.3 保理细分业务增长机会

 （1）再保理市场前景

 （2）双保理市场前景

 11.1.4 保理行业服务空白点分析

 （1）应收账款管理   

 （2）应收账款催收   

 11.2 保理行业产品线开发策略

 11.2.1 保理产品细分策略

 11.2.2 保理产品组合策略

 11.2.3 不同行业方案策略

 11.3 保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11.3.1 保理行业市场地位预测

 11.3.2 保理企业数量扩容预测

 11.3.3 保理企业竞争前景分析

 11.4 保理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11.4.1 国内保理行业现状分析

 （1）国内企业应收账款规模预测   

 （2）国内保理业务规模增长预测   



 11.4.2 国际保理行业现状分析

 （1）国际企业应收账款规模预测   

 （2）国际保理业务规模增长预测   

 11.4.3 保理行业需求缺口预测

 11.5 保理行业经营规模预测   

 11.5.1 保理行业经营指标预测

 （1）净资产增加额预测   

 （2）负债增加额预测

 （3）资产总额平均余额预测   

 （4）流动资产周转率预测

 11.5.2 保理行业盈利能力预测

  

 第12章：保理公司财务预测与企业发展规划

 12.1 模拟商业保理公司财务预测   

 12.1.1 保理公司资金筹措方案

 12.1.2 保理公司资金使用计划

 12.1.3 保理公司未来还款计划

 12.1.4 保理公司财务报表预测

 12.1.5 保理公司投资效益测算

 （1）1亿资本金投资效益测算 

 （2）5亿资本金投资效益测算

 12.2 保理公司组织结构建议   

 12.2.1 保理公司股权配置建议

 12.2.2 保理公司风险分担建议

 12.2.3 保理公司股本增资建议

 12.3 保理公司业务推广建议   

 12.3.1 传统客户需求挖掘方式

 12.3.2 产业链上下游需求挖掘

 12.3.3 保理公司核心能力打造

 12.3.4 保理业务谈判技巧分析

 12.4 保理公司业务规划实施   

 12.4.1 保理公司业务开展误区



 12.4.2 保理产品管理部门设置

 12.4.3 保理案件审批中心设置

 12.4.4 保理公司营销体系建设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1671985DX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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