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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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商业地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商业地

产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商业地产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商业地产行业的现状、中国商业

地产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商业地产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商业地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商业地产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9

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商业营业用房投资达6183.37亿元，累计下降9.8%。         指标   2019年6月  

2019年5月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房地产商业营业用房投资累计值(亿元)  

6183.37   4649.63   3510.36   2471.84   1315.23       房地产商业营业用房投资累计增长(%)   -9.8   -9.7  

-9.8   -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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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商业街

 一、中国商业街发展特色

 二、中国商业街构思与设计考虑因素分析

 三、中国商业街发展现状及模式研究

 四、著名的商业街发展分析

 第二节 商业广场

 第三节 单体商场

  

 第四部分 中国商业地产区域市场发展分析



 第十二章 北京商业地产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整体回顾

 一、北京商业地产凸显四大热点

 二、北京商业地产市场回顾

 三、北京商业地产发展状况分析

 四、北京商业地产市场整体向好

 第二节 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市场动态

 一、房地产调控利好商业地产

 二、商业地产销售异常火爆

 三、短暂观望期后商业地产成交量大增

 四、商业地产上扬趋势维持至年底

 第三节 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及动态

 一、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市场成交概况

 二、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市场成交概况

 三、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市场动态

 四、2018年北京商业地产市场不断升温

 第四节 北京商业地产投资分析

 一、北京商业地产外资并购率大幅下降

 二、北京楼市低迷资金涌入商业地产

 三、四个高投资价值商业地产项目现身北京

 四、2018年丽泽商务区成北京商业地产投资热点

 五、商业地产投资北京之攻略

 六、北京商铺投资需要防范三道风险

 第五节 北京商业地产面临的问题及策略

 一、北京商业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脱节

 二、北京商业地产市场租金两极化加重

 三、北京商业地产面临的问题

 四、商业地产亟需专业化运作

 五、实现北京商业地产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节 北京商业地产趋势与预测

 一、北京商业地产走向与趋势分析

 二、2019-2025年北京商业地产供应预测



 三、轨道沿线是未来北京商业地产市场热点

 四、北京高端商业地产将进一步发展

  

 第十三章 上海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商业地产

 一、长三角商业地产发展的特征

 二、开发商跨区域投资长三角商业地产成趋势

 三、长三角商业地产存在的问题

 四、长三角商业地产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上海市商业地产市场现状

 一、2018年上海商业地产业综述

 二、2018年上海商业地产发展回顾

 三、2018年上海商业地产发展状况

 四、2018年上海商业地产市场透视

 五、2018年上海商业地产新形势

 六、上海出台商业地产限贷新规

 第三节 上海商业地产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上海商业地产市场供求失衡

 二、上海繁华地段的高端商业地产一铺难求

 三、上海商业地产结构性过剩甲级写字楼紧缺

 第四节 上海商业地产投资分析

 一、投资者密切关注上海商业地产

 二、英国高富诺投资上海商业地产

 三、受世博会影响上海商业地产行业前景调研看好

 四、2018年上海商业地产投资前景升级

 五、上海商业地产投资四大结构性矛盾

 第五节 上海商业地产展望与走向

 一、上海商业地产市场的前景趋势展望

 二、未来上海商业地产市场发展方向

 三、郊区成上海商业地产未来发展重点

 四、未来上海商业地产新主流

  



 第十四章 广州商业地产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广州商业地产市场概况

 一、广州商业地产发展历程

 二、广州市商业地产的区域分布及介绍

 三、广州商业地产的发展现况

 第二节 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市场的发展

 一、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重大事件回顾

 二、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三、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重大事件综述

 四、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的发展

 五、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市场发展态势

 第三节 广州商业地产的投资机会

 一、广州商业地产投资恰逢时机

 二、广州商业地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三、广州商铺成投资热点

 四、广州写字楼投资两极化

 五、2018年广州商业地产投资继续受青睐

 第四节 广州商业地产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商业地产缺乏规划引导

 二、大卖场缺乏吸引力

 三、同质化造成低利润

 四、应寻找新的突破口

 第五节 广州商业地产趋势预测

 一、广州商业地产市场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二、广州商业地产市场迎来发展新机遇

 三、未来仍将是广州商业地产的良好发展期

 四、广州写字楼市场市场前景看好

  

 第十五章 深圳商业地产市场调研

 第一节 深圳商业地产市场概况

 一、深圳商业地产及重点商业项目介绍

 二、深圳商业地产发展现状综述



 三、深圳商业地产市场浅析

 四、深圳商业地产市场逆市向上

 五、深圳商业地产市场概况

 第二节 深圳商业地产投资分析

 一、深圳商业地产投资回报率较高

 二、深圳商业地产仍有较大投资潜力

 三、经济型酒店成深圳商业地产投资新热点

 四、深圳商业地产投资暗藏危险

 五、深圳商业地产投资前景研究

 第三节 深圳商业地产的软肋

 一、深圳商业地产急待整合

 二、深圳地产文化营销需更准确细分市场

 三、深圳商业地产急需成熟策划人员

 四、人才缺乏制约深圳商业地产发展

 第四节 深圳商业地产趋势预测趋势

 一、深圳商业地产趋势预测广阔

 二、深圳商业地产市场未来发展预测

 三、深圳商业地产发展走向分析

 四、深圳商业地产经营呈三大趋势

  

 第十六章 其他主要城市商业地产市场

 第一节 成都

 一、成都商业地产深度透析

 二、调控政策带动成都商业地产销量上涨

 三、成都商业地产市场迅速发展

 四、成都商业地产市场发展状况

 五、制约成都商业地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六、成都商业地产三大投资热点商业圈

 七、成都市商业地产发展方向

 八、成都商业地产未来行业调研

 第二节 武汉

 一、武汉商业地产市场爆发式增长



 二、武汉商业地产呈良好发展态势

 三、武汉商业地产市场集体升温

 四、2018年武汉商业地产市场景气度分析

 五、武汉商业地产&ldquo;火&rdquo;而不&ldquo;热&rdquo;的原因分析

 六、武汉商业地产发展的瓶颈及建议

 七、武汉商业地产面临新机遇

 第三节 大连

 一、大连商业地产发展历程

 二、大连商业地产迎来黄金发展期

 三、2018年大连商业地产市场明显升温

 四、大连社区商业成&ldquo;焦点&rdquo;

 五、大连商业地产以永续经营观面对&ldquo;过热&rdquo;

 六、大连商业地产前景诱人

 第四节 杭州

 一、杭州商业地产运营模式探讨

 二、杭州商业地产市场回顾

 三、杭州商业地产市场出现萎靡状态

 四、杭州商业地产&ldquo;一路凯歌&rdquo;

 五、杭州商业地产再掀投资热潮

 六、2018年杭州商业地产市场发展态势

 七、杭州的商业地产亟须多元化发展

  

 第五部分 中国商业地产开发、设计企业分析

 第十七章 商业地产策划机构分析

 第一节 商业地产策划的核心

 一、商业用地的价值判别与发展定位

 二、商业地产融资策划

 三、商业地产价值链构造和策划

 四、商业地产建筑策划

 五、商业地产技术策划

 六、商业地产营销推广策划

 七、商业地产招商策划



 第二节 商业地产策划市场深度研究

 一、商业地产调研

 二、定位

 三、招商

 四、营销

 第三节 商业地产策划全球五大行分析

 一、世邦魏理仕

 二、高力国际

 三、仲量联行

 四、第一太平戴维斯

 五、戴德梁行

  

 第十八章 2018年中国商业地产主体开发商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三节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六节 世茂股份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九章 2018年中国商业地产建筑设计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商业地产建筑设计企业发展概况

 一、建筑设计的工作核心

 二、中国商业地产建筑设计企业发展及生存环境

 第二节 中国商业地产建筑设计企业分析

 一、奥雅纳

 二、华太设计

  

 第二十章 2018年中国商业地产的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竞争总况

 一、中国房地产竞争格局及发展模式

 二、中国房产业借力融资平台形成竞争优势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转为品牌企业的竞争

 四、房地产市场中的低成本竞争战略

 五、低碳技术将成为房地产业新的竞争力

 第二节 中国商业地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商业地产市场竞争格局

 二、中国商业地产市场竞争全面升级

 三、商业地产竞争激烈风险凸现

 四、中国商业地产竞争面临的风险



 第三节 中国各大城市商业地产竞争

 一、济南

 二、天津

 三、成都

 四、合肥

 五、厦门

  

 第六部分 中国商业地产投融资及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十一章 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融资分析

 第一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融资概况

 一、中国房地产融资渠道现状分析

 二、中国房地产融资的模式分析

 三、房地产上市公司主要以公司债方式募集资金

 四、信托创新房地产直接融资模式

 五、宏观调控政策转折下的房地产融资

 第二节 房地产上市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比较

 一、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比较

 二、资本市场融资结构分析

 三、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分析

 第三节 中国商业地产融资分析

 一、商业地产的融资意义

 二、商业地产不同融资渠道分析

 三、商业地产多元化融资流程

 四、中国商业地产市场出现新融资平台

 五、2019-2025年我国商业地产融资难度加大

 第四节 商业抵押担保证券（CMBS）分析

 一、CMBS的产生与发展

 二、CMBS的优势

 三、CMBS的风险

 四、CMBS在中国的发展

 第五节 中国商业地产融资的困难及对策

 一、商业地产的固有特性



 二、商业地产融资的现实困境

 三、突破困境的六种有效途径

 四、商业地产融资基金待推广

  

 第二十二章 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前景调研分析分析

 第一节 房地产行业投资时机分析

 一、时间因素

 二、空间因素

 三、生命周期因素

 第二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特性

 一、周期性

 二、关联性

 三、地域性

 四、政策敏感性

 第三节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现状

 一、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近10

 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概况

 三、中国房地产投资市场位居世界首位

 四、中国房地产投资整体增速较快

 五、中国房地产吸引投资额仍位居全球第一

 六、房地产投资仍维持较高景气

 第四节 商业地产市场投资形势分析

 一、商业地产市场成市场调控受益者

 二、2019-2025年初调控新政使商业地产投资价值再次提升

 三、2019-2025年商业地产市场持续受政策利好

 四、商业地产市场投资前景不容忽视

 五、国外投资者看好中国中小城市商业地产商机

 第五节 中国商业地产投资热点分析

 一、中国商业地产的投资方向

 二、二、三线城市商业地产市场蕴藏商机

 三、工业地产市场投资潜力看好

 四、休闲商业地产成为投资新宠



 五、优势写字楼是最适宜投资的方向

 第六节 四类主要商业地产产品的投资分析

 一、购物中心

 二、社区商业

 三、主题卖场

 四、商业街

 第七节 中国商业地产投资的策略

 一、国内商业地产的投资运作分析

 二、国内商业地产投资应警惕误区

 三、投资商业地产需把握的关键

 四、投资商业地产须谨记的五大事项

 五、商铺投资相关的政策性规定

 第八节 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前景

 一、房地产的投资的经营风险

 二、房地产投资的法律风险

 三、有关房地产开发全过程的法律规定

 四、中国房地产投资前景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

  

 第二十三章 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9-2025年中国房地产行业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一、中国房地产市场将逐渐步入理性发展

 二、2019-2025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或将转型

 三、&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趋势预测

 四、中长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展望

 第二节 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发展趋势

 一、中国商业地产市场前景展望

 二、中国商业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三、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投资规模预测

 四、未来商业地产将向城市综合体转型

 五、未来中国商业地产发展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2019-2025年中国商业地产的发展走向

 一、向持有经营的开发模式转变



 二、向功能与形象并重转变

 三、向产业链专业分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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