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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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商业银行银保合作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商业

银行银保合作行业的现状、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

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商业银行银保合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商业银行银保合作行业，本报告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市场供需分析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业发展概述

 一、银行保险在中国的发展阶段

 二、开展银保业务对我国银行业与保险业的意义

 三、我国银行保险业发展现状综述

 四、外资银行积极抢滩中国银行保险市场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银行保险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中国银行保险业发展的两大掣肘

 三、中国银保业务存在的三大缺失

 四、现有契约关系制约我国银行保险快速发展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国外银保业发展的借鉴及对中国的启示

 二、促进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对策

 三、我国银行保险业的产品开发策略分析

 四、我国银行保险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 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发展动因

 一、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发展概述

 二、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发展特点及动因分析

 第二节 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swot分析



 一、银保合作的优势

 二、银保合作的劣势

 三、银保合作的外部机会

 四、银保合作面临的威胁

 第三节 中国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一、有效需求不足

 二、缺乏服务意识

 三、偏重短期利益

 四、欠缺长远规划

 五、欠缺监管力度

  

 第三章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发展动态与改进建议

 第一节 银保合作的历史与调整因素

 一、我国银保合作的历史

 二、我国银保合作调整的内在原因

 第二节 保险公司拓展银保业务的特征分析

 一、产品以简单的投资功能为主要特征

 二、市场主体以新兴保险公司为主

 第三节 商业银行发展代理保险业务的分析

 一、商业银行的动机

 二、各家银行的银保市场份额及原因分析

 第四节 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资本合作的分析

 第五节 加强我国银保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商业银行方面

 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方面

  

 第四章 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运作模式分析

 第一节 与保险概念相对应的运营模式

 一、分销协议模式

 二、战略联盟模式

 三、合资公司模式

 四、金融服务集团模式



 第二节 与控股程度相对应的运营模式

  

 第五章 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具体业务分析

 第一节 代理保险业务

 第二节 代收代付业务

 第三节 代理资金结算业务

 第四节 协议存款业务

 第五节 保单质押贷款业务

  

 第六章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发展中存在问题与对策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性因素影响

 二、银保系统性因素影响

 三、技术性因素影响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对策研究

 一、良好的宏观政策至关重要

 二、从长远投资前景出发银保双方构筑利益共享机制

 三、保险公司寻求解决对策

  

 第七章 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的营销策略分析

 第一节 发展对公业务合作内容

 一、合作方式

 二、业务流程

 三、产品及客户选择

 第二节 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能

 一、保险市场的共同特点

 二、银保合作的主要方向

 三、企业创新银保产品引荐

 第三节 力促银行发展独特优势

 一、网点优势

 二、信誉优势 

 三、成本优势



 四、服务优势

 五、客户资源优势

 第四节 完善银保各类平台机制

 一、积极开展银保合作产品的多样性创新

 二、开展深层次合作，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加强银行保险的专职人员培训及客户经理队伍建设

 四、构建联结银保双方的信息网络平台

 五、建立产品售后服务体系

 六、强化银保合作业务的监管

 五、开拓银保企业有效需求

 一、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二、辨别需求，开拓创新

 三、增强合作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四、改进技术，实现网络对接

 六、关注宏观调控相关政策

 一、监管部门严格执法，加强有效监控

 二、监管部门提供财税优惠

  

 第八章 商业银行银保合作管理策略和产品创新的案例分析

 第一节 农行湖北分行银保合作管理策略分析

 一、兼业亦专业

 二、体检亦规范

 三、合作亦共赢

 第三节 招商银行&ldquo;金色人生&rdquo;企业年金计划

 一、挖掘年金市场

 二、偏爱集合计划

 三、启动扶企惠民

 四、金色人生简介

  

 第九章 商业银行银行保险的风险管理战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银行保险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保险行业的经营风险分析



 二、国内代理保险业务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二节 实现银行保险的风险规避与控制的主要做法

 一、提高保险公司研发产品的能力

 二、提升保险公司客户服务水平

 三、建立银保长期合作机制

 四、建立银行保险的客户管理系统

 五、加强银行保险的监管

  

 第十章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及深化对策探讨

 第一节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存在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

 二、合作短期化

 三、手续费居高不下

 四、产品单一风险高

 五、销售方式单一

 六、宣传力度不够

 七、贷款风险得不到化解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银保合作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经营理念陈旧

 二、缺乏复合型人才

 三、缺乏激励机制

 四、监管部门监管不够

 第三节 2018年中国深化银保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认识银保合作的现实意义

 二、更新经营理念，增强合作意识

 三、建立长期市场战略联盟

 四、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代理保险业务销售体系

 五、培养复合型保险代理从业人才

 六、探索产品开发和创新营销策略

 七、建立银保合作的市场准入机制

 八、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第十一章 2018年中国开展银保业务的重点银行经营动态分析

 第一节 工商银行

 一、银行简介

 二、工商银行的银保业务介绍

 三、工商银行参股金盛人寿加强银保合作

 四、银行经营财务主要指标分析

 第二节 建设银行

 一、银行简介

 二、建行银保业务发展迅猛逐渐向纵深迈进

 三、建行强势进军保险行业入股寿险公司

 四、银行经营财务主要指标分析

 第三节 农业银行

 一、银行简介

 二、农行代理保险业务居行业前列

 三、农行联手保险公司力推房贷保险新品

 四、银行经营财务主要指标分析

 第四节 中国银行

 一、银行简介

 二、中国银行进入保险业的资本路径

 三、中银保险银保业务发展进入新阶段

 四、银行经营财务主要指标分析

 第五节 招商银行

 一、银行简介

 二、招商银行银保业务介绍

 三、招行联姻人保达成战略协议加强银保合作

 四、银行经营财务主要指标分析

  

 第十二章 2018年中国开展银保业务的重点保险机构分析

 第一节 中国人寿

 一、企业简介

 二、银行保险业务带动中国人寿保费收入大幅增长

 三、中国人寿银保业务未来发展路径选择



 四、银保业务成为中国人寿市场制胜关键点

 第二节 太平洋寿险

 一、企业简介

 二、太平洋寿险银保产品优势突出获行业认可

 三、太平洋寿险银保业务现状

 第三节 新华人寿

 一、企业简介

 二、新华人寿银保收入及主要经验分析

 三、新华人寿倚靠银保业务突出重围

 四、新华人寿银保业务的投资策略解析

 第四节 太平人寿保险

 一、企业简介

 二、太平人寿银行保险业务取得多项突破

 三、太平人寿银行保险走专业化道路实现高速增长

  

 第十三章 2019-2025年中国银保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银保合作面临的挑战

 一、浅层的银保合作

 二、单一的银保产品

 三、银保业务的畸形发展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银保合作面临的前景分析

 一、改进经营观念加大合作力度

 二、加快创新步伐 开发适合产品

 三、选择营销组合促进银保业务

 四、完善银保合作的法律环境

  

 图表目录：

 图表 工商银行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工商银行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工商银行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工商银行负债情况图

 图表 工商银行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工商银行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工商银行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建设银行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建设银行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建设银行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建设银行负债情况图

 图表 建设银行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建设银行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建设银行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农业银行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农业银行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农业银行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农业银行负债情况图

 图表 农业银行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农业银行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农业银行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国银行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国银行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中国银行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国银行负债情况图

 图表 中国银行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国银行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中国银行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招商银行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招商银行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招商银行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招商银行负债情况图

 图表 招商银行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招商银行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招商银行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F74382ULI3.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F74382ULI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