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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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保险中

介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保险中介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保险中介行业的现状、中国保险

中介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保险中介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保险中介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保险中介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保险中介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告目录：

 第1章：中国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概述

 1.1 保险中介行业的定义

 1.1.1 保险中介的定义

 1.1.2 保险中介三大主体分析

 1.1.3 保险中介与保险的相关性

 1.2 保险中介行业的分类

 1.2.1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1）保险代理公司

 （2）保险经纪公司

 （3）保险公估公司

 1.2.2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1.2.3 保险营销员队伍

 1.3 保险中介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3.1 保险中介行业法律法规

 1.3.2 保险中介行业监管环境

 （1）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成效显著

 （2）保险营销员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3）市场风险得到及时化解

 （4）制度建设逐步完备

 （5）行政许可工作进一步规范

 （6）工作透明度进一步提升

 1.3.3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保险中介市场发展任务

 （1）推动从业人员职业化



 （2）大力发展专业中介机构，提升行业的专业化水平

 （3）鼓励兼并重组和综合经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

 （4）提升机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经营管理国际化

 （5）完善保险监管制度，促进保险中介机构做强做优

 1.3.4 近年保险中介行业监管任务分析

 1.4 保险中介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4.1 行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1）保险行业保费收入和GDP的变动关系

 （2）保险业增长速度和GDP增速的关系

 1.4.2 通货膨胀对保险中介的影响

 1.4.3 国家宏观经济趋势预测分析

 1.5 保险中介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1.5.1 我国居民收入与储蓄分析

 （1）保费行业与居民收入相关性

 （2）保费行业与个人储蓄存款相关性

 1.5.2 居民消费结构对保险需求的影响

 （1）我国现阶段消费结构及保险需求分析

 （2）我国消费结构变动轨迹

  

 第2章：国际保险中介行业在华布局与经验借鉴

 2.1 全球保险中介市场现状对比分析

 2.1.1 英国

 2.1.2 美国

 2.1.3 日本

 2.2 国际保险中介市场发展经验分析

 2.2.1 英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1）英国保险中介发展历程

 （2）中介业务结构分析

 2.2.2 美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1）美国保险中介基本情况

 （2）保险市场业务结构

 2.2.3 日本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1）日本保险中介发展情况

 （2）寿险规划师渠道

 2.2.4 德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2.2.5 印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2.2.6 台湾地区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1）台湾保险中介行业基本情况

 （2）保险中介发展特征

 2.2.7 香港地区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轨迹

 2.3 国际保险中介市场开放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2.3.1 国外保险中介市场发展经验与启示

 （1）国外保险中介市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2）国外保险中介机构的组织形式分析

 （3）不同类型保险中介机构相对优劣势分析

 （4）保险中介市场的专业化与职业化道路分析

 2.3.2 国外保险中介市场开放经验与启示

 （1）世界保险中介市场开放的不同模式

 （2）新兴保险中介市场开放的历程和特点

 （3）全球保险中介市场开放的启示

 2.4 国际保险专业中介行业经营分析

 2.4.1 国际保险专业代理行业经营分析

 （1）国际保险代理行业发展情况

 （2）国际保险代理行业并购分析

 （3）国际保险代理行业利润水平

 2.4.2 国际保险经纪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1）国际保险经纪行业收入分析

 （2）国际保险经纪行业并购分析

 （3）国际保险经纪行业利润水平

 2.4.3 国际保险公估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1）国际保险公估行业发展情况

 （2）国际保险公估行业并购分析

 （3）国际保险公估行业利润水平

 2.5 国际保险中介与风险投资公司在华投资分析



 2.5.1 达信保险与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5.2 美国佳达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5.3 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5.4 怡安保险集团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6 国际风险投资企业投资保险中介分析

 2.6.1 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6.2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6.3 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2.6.4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2.6.5 鼎晖投资基金

 （1）企业全球业务布局分析

 （2）企业在华投资规划建议与布局

 （3）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第3章：中国保险行业发展分析

 3.1 保险行业整体运行现状分析

 3.1.1 保险行业保费收入规模

 （1）保费收入规模和增长情况

 （2）各险种保费收入及其比重

 3.1.2 保险行业区域市场格局

 （1）各省份原保险保费收入格局

 （2）保费收入集中度情况

 3.1.3 保险行业营销渠道综述

 3.2 保险行业细分市场运行分析

 3.2.1 财产保险市场运行分析

 （1）财产保险整体市场调研

 （2）财产保险细分市场调研

 3.2.2 人身保险市场运行分析

 （1）人身保险市场运行分析

 （2）人身保险细分市场调研

 3.2.3 其他保险市场运行分析

 （1）特殊风险保险市场运行分析

 （2）养老保险市场运行分析

  

 第4章：中国保险中介细分市场发展分析

 4.1 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概述

 4.1.1 保险中介市场整体发展概述

 （1）保险中介市场运行分析

 （2）保险中介市场特点分析

 （3）保险中介主要问题分析

 （4）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行为情况



 （5）保险中介行业市场展望

 4.1.2 保险中介细分市场发展概述

 （1）保险专业中介市场发展概述

 （2）保险兼业代理市场发展概述

 （3）保险营销员市场发展概述

 4.2 保险中介细分市场发展分析

 4.2.1 保险专业中介市场调研

 （1）保险专业中介行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2）保险专业中介行业整体运行分析

 （3）保险专业中介的主要问题分析

 （4）保险专业中介投资策略建议

 4.2.2 保险兼业代理市场调研

 （1）保险兼业代理行业优势分析

 （2）保险兼业代理行业整体运行分析

 （3）保险兼业代理细分渠道发展分析

 （4）保险兼业代理的主要问题分析

 （5）保险兼业代理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4.2.3 保险营销员市场调研

 （1）保险营销员如何提高竞争力

 （2）保险营销员队伍整体运行分析

 （3）保险营销员队伍发展特点分析

 （4）保险营销员队伍的主要问题分析

 （5）保险营销员队伍投资策略建议

  

 第5章：中国保险专业中介细分市场调研

 5.1 保险专业中介细分行业业务范围界定

 5.1.1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业务范围

 5.1.2 保险经纪机构业务范围

 5.1.3 保险公估机构业务范围

 5.2 保险专业代理行业调研

 5.2.1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运行分析

 （1）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主体规模分析



 （2）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业务发展分析

 （3）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经营情况分析

 5.2.2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经营模式分析

 （1）内地保险专业代理主要经营模式

 （2）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经营案例分析

 5.2.3 保险专业代理行业面临困境分析

 （1）保险公司担心对其固有渠道产生冲击

 （2）保险公司自身经营模式的创新，保险公司让利竞争如电销、网销

 （3）客户对保险专业代理的不认可

 （4）兼业代理与专业代理的竞争

 5.2.4 保险专业代理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产业扶植政策效应的显现

 （2）资源整合规模发展的趋势

 （3）风险投资扩张行业的最佳机会

 5.2.5 保险专业代理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1）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市场化重组、并购和集团化发展

 （2）机构联合，开发专业保险代理的专属产品

 （3）经营模式的创新，如保险电子商务

 5.3 保险经纪行业发展分析

 5.3.1 保险经纪机构运行分析

 （1）保险经纪机构主体规模分析

 （2）保险经纪机构业务发展分析

 （3）保险经纪机构经营情况分析

 5.3.2 保险经纪行业客户结构分析

 5.3.3 保险经纪行业风险管理分析

 （1）保险经纪行业风险管理意识较淡薄，发展较缓慢

 （2）保险经纪风险管理咨询服务职能比较薄弱

 5.3.4 保险经纪行业面临困境分析

 （1）我国保险经纪业的职能和影响已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但还不够

 （2）保险经纪业明显有向行业发展的势头，但专业化程度仍不够

 （3）有些经纪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业务骨干不稳定

 （4）承保内容受到限制



 （5）社会地位不及西方国家

 5.3.5 保险经纪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风险管理职能不断凸现

 （2）专业服务范围不断拓展

 （3）资本运作逐渐成为常态

 5.3.6 保险经纪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1）联合经营策略

 （2）保护国内市场

 （3）社会形象的改善

 5.4 保险公估行业发展分析

 5.4.1 保险公估机构运行分析

 （1）保险公估机构主体规模分析

 （2）保险公估机构业务发展分析

 （3）保险公估机构经营情况分析

 5.4.2 保险公估行业经营特色分析

 （1）保险公估行业典型案例

 （2）保险公估行业经营特色分析

 5.4.3 保险公估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5.4.4 保险公估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公估业创新发展提速

 （2）从&ldquo;大而全&rdquo;到&ldquo;小而专&rdquo;

 （3）寻求保险经纪与公估合作切入点

 5.4.5 保险公估机构的经营创新与市场定位

 （1）创新车险公估的经营思路

 （2）专业公估机构目标市场定位

 （3）健康险公估市场发展潜力

 （4）保险公估市场的新视野

 5.4.6 保险公估行业面临困境分析

 （1）发展落后于其他保险中介机构

 （2）管理方式简单粗放

 （3）市场集中、业务单一

 （4）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5）专业水平及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6）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5.4.7 保险公估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1）加强保险公估机构实力，提高业务开发能力

 （2）加强保险公估机构专业化建设，调整业务结构

 （3）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督促公估机构依法合规经营

 （4）行业自律组织可充分发挥作用

 （5）保险公司调整业务结构，加强与公估机构合作

  

 第6章：中国保险中介重点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6.1 保险中介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分析

 6.1.1 保险专业代理行业区域竞争格局

 6.1.2 保险经纪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分析

 6.1.3 保险公估行业区域竞争格局分析

 6.2 保险中介行业重点省市投资潜力分析

 6.2.1 广东省（不含深圳）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广东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广东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广东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广东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广东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广东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广东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2 江苏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江苏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江苏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江苏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江苏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江苏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江苏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江苏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3 北京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北京市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北京市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北京市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北京市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北京市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北京市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6.2.4 上海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上海市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上海市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上海市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上海市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上海市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上海市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6.2.5 河南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河南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河南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河南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河南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河南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河南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河南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6 山东省（不含青岛）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山东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山东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山东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山东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山东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山东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6.2.7 四川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四川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四川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四川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四川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四川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四川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四川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8 河北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河北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河北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河北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4）河北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5）河北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6）河北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9 浙江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浙江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浙江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浙江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浙江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浙江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浙江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浙江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0 江西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江西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江西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江西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江西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江西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江西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江西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1 福建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福建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福建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福建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福建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福建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福建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福建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2 安徽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安徽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安徽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安徽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安徽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安徽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安徽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安徽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3 湖南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湖南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湖南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湖南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湖南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湖南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湖南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湖南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4 湖北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湖北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湖北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湖北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湖北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湖北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湖北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湖北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5 辽宁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辽宁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辽宁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辽宁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辽宁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辽宁省保险中介市场存在问题

 （6）辽宁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7）辽宁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8）辽宁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6 山西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山西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山西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山西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山西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山西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山西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山西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7 深圳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深圳市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深圳市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深圳市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深圳市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6.2.18 陕西省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陕西省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陕西省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陕西省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陕西省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陕西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陕西省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陕西省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19 内蒙古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内蒙古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内蒙古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内蒙古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内蒙古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内蒙古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机会

 （6）内蒙古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7）内蒙古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6.2.20 新疆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1）新疆保险中介行业配套政策

 （2）新疆保险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3）新疆保险中介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4）新疆保险中介企业竞争分析

 （5）新疆保险中介进入风险警示

 （6）新疆重点城市保险中介市场调研

  

 第7章：中国保险专业中介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7.1 保险专业中介行业领先企业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7.1.1 保险专业代理公司总体经营分析

 7.1.2 保险经纪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7.1.3 保险公估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分析

 7.2 保险中介服务集团化经营案例研究

 7.2.1 泛华金融控股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集团化经营经验借鉴

 （8）企业发展进程分析

 7.2.2 北京众和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 保险专业代理市场领先企业个案经营分析

 7.3.1 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2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服务模式分析

 （6）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7）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8）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3 河北盛安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4 广东泛华南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5 东莞市南枫佳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6 泰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经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7 河北泛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8 广州市泛华益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9 广州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4 保险经纪市场领先企业个案经营分析

 7.4.1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客户群体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4.2 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客户群体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4.3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客户群体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4.4 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客户群体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4.5 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客户群体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5 保险公估市场领先企业经营个案分析

 7.5.1 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5.2 泛华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7）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8）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5.3 深圳市联胜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5.4 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5.5 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4）企业业务结构分析

 （5）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6）企业合作关系分析

 （7）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8章：中国保险中介行业发展趋势与趋势分析

 8.1 风险投资对国内保险中介行业的影响

 8.1.1 风险投资进入保险中介的现状分析

 （1）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分析



 （2）风险投资进入保险中介行业情况

 （3）风险投资进入中国保险中介的原因

 （4）风险投资对保险中介的投资特点分析

 （5）风险投资进入保险中介行业的成效

 8.1.2 风险资本投资泛华保险集团的模式分析

 （1）资金、创新思路与模式分析

 （2）公司组织构架的搭建分析

 （3）公司扩张策略的支持分析

 （4）公司稀缺销售渠道的设计分析

 （5）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分析

 8.1.3 风险资本进入保险中介行业的意义

 8.2 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机会与挑战分析

 8.2.1 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机会分析

 （1）保险消费需求与消费者成熟度分析

 （2）保险市场秩序的规范与成熟度分析

 （3）监管制度的完善与监管效率的提高

 8.2.2 保险中介市场面临的挑战分析

 （1）保险中介市场环境

 （2）保险中介的人才状况

 （3）保险中介行业自身的发展

 （4）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程度

 （5）新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的影响

 8.3 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趋势与趋势分析

 8.3.1 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趋势

 （1）保险中介市场专业化发展趋势

 （2）保险中介市场集团化发展趋势

 （3）保险中介市场网络化发展趋势

 （4）保险中介市场信息化发展趋势

 （5）保险中介市场综合化发展趋势

 8.3.2 保险中介竞争格局分析

 （1）并购重组、清理退出的洗牌大战

 （2）上市步伐的加快



 （3）保险公司内部和外部渠道的挑战

 （4）保险中介集团的竞争

 8.3.3 保险中介市场趋势分析

 （1）保险中介市场规模预测

 1）保险中介市场保费收入预测

 （2）保险中介市场结构预测

 （3）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数量预测

 （4）专业保险中介机构注册资本预测

 8.4 保险中介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8.4.1 保险中介双边关系平衡建议

 8.4.2 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模式建议

 （1）专业保险中介机构运用CRM，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

 （2）从合作博弈观点出发，建立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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