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5年中国铁路客运

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www.bosidata.com

http://www.bosidata.com


报告报价

《2019-2025年中国铁路客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信息及时，资

料详实，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

优质客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

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bosidata.com/report/P74380J4ET.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7000元 电子版7200元 纸介+电子7500元

【出版日期】2019-04-03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订购电话】全国统一客服务热线：400-700-3630(免长话费)  010-57272732/57190630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P74380J4ET.html


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铁路客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铁路客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铁路客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铁路客运行业

的现状、中国铁路客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铁路客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铁路客运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铁路客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铁

路客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铁路运输是一种陆上运输方式，以两条平行的铁轨引导火车。铁路运输是其中一种最有

效的已知陆上交通方式。铁轨能提供极光滑及坚硬的媒介让火车的车轮在上面以最小的摩擦

力滚动。这样，在火车上面的人会感到更舒适，而且节省能量。如果配置得当，铁路运输可

以比路面运输运载同一重量客货物时节省五至七成能量。而且，铁轨能平均分散火车的重量

，令火车的载重力大大提高。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铁路客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铁路客运量累计值达337495万人，比上年累计增长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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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客运量当期值(

万人)   25164   25177   30467   28253   34340   32276       铁路客运量累计值(万人)   337495   312331  

287153   256687   228434   194094       铁路客运量同比增长(%)   8.4   10.9   10.3   13.5   11.9   9.9       铁

路客运量累计增长(%)   9.4   9.5   9.4   9.3   8.8   8.3

 第一部分 铁路客运行业特性研究

 

   第一章 2019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中国铁路产业发展概述

 

   　　　　1.1.1 中国铁路建设的历程回顾

   　　　　1.1.2 中国铁路产业发展的特征透析

   　　　　1.1.3 中国铁路行业实现跨越式进步

   　　　　1.1.4 第六次大提速扩容中国铁路生存空间

   　　1.2 2015-2019年中国铁路的运行现况

 



   　　　　1.2.1 2019年中国铁路行业发展概况

   　　　　1.2.2 2019年中国铁路行业发展综述

   　　　　1.2.3 2019年铁路行业显现经济增长龙头效应

   　　1.3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分析

 

   　　　　1.3.1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现状

   　　　　1.3.2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确立条件

   　　　　1.3.3 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与方式

   　　　　1.3.4 引入战略投资者

   　　1.4 部分省市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1.4.1 上海

   　　　　1.4.2 湖北

   　　　　1.4.3 湖南

   　　　　1.4.4 广东

   　　　　1.4.5 四川

   　　　　1.4.6 江苏

   　　　　1.4.7 山东

   　　1.5 中国合资铁路建设概况

 

   　　　　1.5.1 合资铁路已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主流

   　　　　1.5.2 铁道部大力推进合资铁路发展

   　　　　1.5.3 我国合资铁路建设取得的有益经验

   　　　　1.5.4 促进合资铁路健康发展的十大原则

   　　　　1.5.5 我国合资铁路发展壮大的战略措施

   　　1.6 铁路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协调

 

   　　　　1.6.1 铁路与城市的相互关系

    　　　　1.6.2 铁路建设适应城市发展的途径

   　　　　1.6.3 国有铁路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性及模式

   　　　　1.6.4 以武汉为例分析铁路参与城市交通规划的必要性

   　　1.7 中国铁路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7.1 我国铁路产业亟需进行大规模体制改革

   　　　　1.7.2 铁路建设资金缺口的因素分析

   　　　　1.7.3 铁路企业规范化发展的阻碍

   　　　　1.7.4 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建设的问题

   　　　　1.7.5 铁路建设投资需要多元化

   　　1.8 中国铁路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1.8.1 解决铁路&ldquo;瓶颈&rdquo;制约的途径分析

   　　　　1.8.2 铁路民营化需配套改革措施

   　　　　1.8.3 对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建议

   　　　　1.8.4 地方政府参与铁路建设的启示

   　　　　1.8.5 铁路基本建设发展的对策

  

  第二章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产业运行环境解析

 

   　　2.1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1.1 中国gdp分析

   　　　　2.1.2 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2.1.3 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2.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2.1.6 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2.2 2019年中国铁路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2.2.1 《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

   　　　　2.2.2 《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认定办法》

   　　　　2.2.3 铁路建设管理办法

   　　　　2.2.4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2.2.5 《铁路运输收入管理规程》

   　　2.3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二部分 铁路客运行业发展现状研究

 

   第三章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业发展概况

 

   　　3.1 2019年中国铁路运输发展的总体概括

 

   　　　　3.1.1 我国铁路运输能力飞速提升

   　　　　3.1.2 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快速增长

   　　　　3.1.3 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居世界首位

   　　　　3.1.4 国内铁路重载运输技术发展成熟

   　　　　3.1.5 民营资本推动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

   　　3.2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总体概括

 

   　　　　3.2.1 铁路客运产品分析

   　　　　3.2.2 铁路客运市场需求分析

   　　　　3.2.3 城际铁路客运的客流特点

   　　　　3.2.4 铁路旅客运输目标市场调研

   　　3.3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发展的问题及策略

 

   　　　　3.3.1 制约农村客运发展的八大问题

   　　　　3.3.2 中国铁路客运市场战略

   　　　　3.3.3 铁路旅客运输产品策略与价格策略

   　　　　3.3.4 提高铁路客运质量投资策略

  

  第四章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市场运行格局分析

 

   　　4.1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质量分析

 

   　　　　4.1.1 铁路客运质量的内涵

   　　　　4.1.2 铁路客运产品质量特性



   　　　　4.1.3 铁路客运质量存在不足

   　　　　4.1.4 提高铁路客运服务质量管理步骤

   　　4.2 2019年中国铁路短途客运市场调研

 

   　　　　4.2.1 铁路发展短途客运市场的优势及成因

   　　　　4.2.2 铁路参与短途运输市场竞争的必要性

   　　　　4.2.3 铁路短途客运市场的目标定位

   　　　　4.2.4 铁路发展短途客运市场需要政策支持

   　　4.3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专线分析

 

   　　　　4.3.1 铁路客运专线的特点

   　　　　4.3.2 客运专线的优势

   　　　　4.3.3 发展客运专线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4.3.4 铁路客运专线建设管理模式

   　　　　4.3.5 铁路客运专线基本管理体制

   　　　　4.3.6 发展铁路客运专线的意义

  

  第五章 铁路客运量的预测模型分析

 

   　　5.1 铁路旅客运输盈利核算程序

 

    　　　　5.1.1 旅客列车贡献毛益

   　　　　5.1.2 客运段贡献毛益

   　　　　5.1.3 铁路局旅客运输贡献毛益

   　　5.2 客运量预测方法研究

 

   　　　　5.2.1 运量预测方法应用现状分析

   　　　　5.2.2 正确运用铁路客货运量预测方法

   　　　　5.2.3 铁路物流园区货运量预测及预测方法

   　　5.3 铁路客运路风管理的思考

 

   　　　　5.3.1 客运路风定位不清晰



   　　　　5.3.2 铁路客运运需矛盾突出

   　　　　5.3.3 客票价格管制问题

   　　　　5.3.4 用工制度滞后

   　　　　5.3.5 管理制度不完善

   　　　　5.3.6 建立路风管理的长效机制

  

  第六章 2019年中国高速铁路客运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6.1 中国高速铁路作用及意义

 

   　　　　6.1.1 中国高速铁路自主化的战略意义

   　　　　6.1.2 中国高速铁路在运输体系中的作用

   　　　　6.1.3 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向复兴的新选择

   　　　　6.1.4 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6.2 2019年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现状

 

   　　　　6.2.1 中国高速铁路网建设拉开序幕

   　　　　6.2.2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步伐加速

   　　　　6.2.3 中国高速铁路桥梁建造技术实现跨越发展

   　　　　6.2.4 中国高速铁路电气化施工取得重大突破

   　　6.3 2019年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分析

 

   　　　　6.3.1 发展城际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必要性

   　　　　6.3.2 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关键零件开始国产化

   　　　　6.3.3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施工装备的选型与优化

   　　　　6.3.4 建设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面临的风险

   　　6.4 2019年中国高速铁路客运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研究

 

   　　　　6.4.1 高速铁路枢纽地区特性分析

   　　　　6.4.2 高速铁路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

   　　　　6.4.3 京沪高铁无锡站的实例说明

   　　6.5 gsm-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对高速铁路适用性的研究



 

   　　　　6.5.1 gsm-r系统的组成

   　　　　6.5.2 gsm-r系统的主要特点

   　　　　6.5.3 gsm-r系统的应用

   　　　　6.5.4 gsm-r对高速铁路的适应性

  

  第七章 中国高速铁路重点项目情况

 

   　　7.1 京沪高速铁路

 

   　　　　7.1.1 2019年京沪高速铁路全线开工

   　　　　7.1.2 京沪高速铁路创造的世界之最

   　　　　7.1.3 京沪高速铁路建设的必要性

   　　　　7.1.4 京沪高铁建设中的十大技术亮点

   　　　　7.1.5 京沪高速建成后市场潜力巨大

   　　7.2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

 

   　　　　7.2.1 2019年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

   　　　　7.2.2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建设的里程碑

   　　　　7.2.3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技术达世界先进水平

   　　　　7.2.4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通车运营的重要意义

   　　7.3 广深港高速铁路

 

   　　　　7.3.1 广深港高速铁路概况

   　　　　7.3.2 2019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建设受阻

   　　　　7.3.3 广深港高速铁路将带来经济效益

   　　　　7.3.4 广深港高铁推动三地经济协作及同城化进程

   　　7.4 其他高速铁路概况

 

   　　　　7.4.1 2019年南宁至广州高速铁路开工建设

   　　　　7.4.2 2019年京广高速铁路将全线建成

   　　　　7.4.3 北京到中国台湾高速铁路已启动前期工程



   　　　　7.4.4 哈大高速铁路是东北铁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第三部分 铁路客运行业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八章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重点上市公司经营性数据分析

 

   　　8.1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8.1.1 企业概况

   　　　　8.1.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1.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1.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1.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1.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8.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8.2.1 企业概况

   　　　　8.2.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2.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2.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2.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8.3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8.3.1 企业概况

   　　　　8.3.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3.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3.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3.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3.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8.4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8.4.1 企业概况

   　　　　8.4.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4.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4.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4.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4.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8.5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8.5.1 企业概况

   　　　　8.5.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8.5.3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5.4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8.5.5 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10.5.6 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部分 铁路客运未来市场前景展望、投资前景研究、商业模式研究

 

   第九章 2019年中国铁路客运替代行业调研

 

   　　9.1 2019年中国公路运输客运市场综述

 

   　　　　9.1.1 我国客车技术成本的层次

   　　　　9.1.2 我国重点客运市场区域的分析

   　　　　9.1.3 我国公路快速客运的市场

   　　　　9.1.4 金融危机下成品油税费改革对公路客运企业成本的影响分析

   　　9.2 2019年中国农村客运市场调研

 

   　　　　9.2.1 中国农村客运市场建设取得较快发展

   　　　　9.2.2 农村客运需求特点分析

   　　　　9.2.3 农村客运市场现状原因分析

   　　　　9.2.4 发展农村客运市场的对策建议

   　　9.3 2019年中国公路客运的普遍服务及保障机制



 

   　　　　9.3.1 公路客运普遍服务的定义与内涵

   　　　　9.3.2 公路客运普遍服务的供给保障模式

   　　　　9.3.3 供给保障模式存在的问题

   　　　　9.3.4 建立公路客运普遍服务基金

   　　9.4 2019年中国公路运输客运的差异化管理

 

   　　　　9.4.1 公路客运差异化管理的必要性

   　　　　9.4.2 公路客运的差异化管理内容

   　　　　9.4.3 公路客运的差异化管理方法

   　　　　9.4.4 公路客运差异化管理的效益评估

   　　9.5 2019年中国公路客运市场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9.5.1 中国公路客运市场存在的问题

   　　　　9.5.2 公路客运可适当上调运价消化成本增支

   　　　　9.5.3 我国高速公路客运的发展对策

   　　　　9.5.4 公路快速客运的投资策略

   　　　　9.5.5 公路客运企业品牌运营的对策分析

  

  第十章2019-2025年中国铁路客运趋势预测与投资潜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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