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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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地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地铁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地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地铁行业的现状、中国地铁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地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地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地

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地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预计2020年城轨运营里程将达6618公里，&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CAGA达12.84%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城轨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城轨投资迎来爆发期。可以预计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城市轨道交通新建里程总共增加3000 公里~4000公里，年

均600~800 公里/年，远超&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400公里/年的水平。我们以7亿元/公里的

建设成本计算，&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城轨投资将超过2 万亿元，城轨投资迎来爆发期。

     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加入到地铁建设度队伍中来，保守估计到2020 年，我国将至少有50个

城市拥有地铁，潜在规划里程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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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中车哈尔滨车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分析

 （5）企业优势劣势分析

 5.3 地铁运营市场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5.3.1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5.3.2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3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4）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4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3）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4）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5.3.5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6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7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8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9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3）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4）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5.3.10 武汉地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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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线路情况

 （4）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5）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6章：中国地铁行业投融资分析与建议

 6.1 地铁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1.1 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6.1.2 地铁投资前景分析

 6.1.3 地铁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1）地铁行业发展趋势

 （2）地铁行业趋势预测

 6.2 地铁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6.2.1 中国地铁行业投资体制分析

 （1）中国地铁行业投资主体构成

 （2）各投资体制的优缺点



 6.2.2 中国地铁投资规模分析

 6.2.3 中国地铁行业成功投资案例

 6.3 地铁行业融资模式分析

 6.3.1 地铁融资的基本模式分析

 6.3.2 国外地铁主要融资模式分析

 （1）多方出资模式分析

 （2）财政税收政策融资模式分析

 （3）土地有偿转让模式分析

 （4）其他融资模式分析

 （5）国外地铁融资模式借鉴

 6.3.3 中国地铁融资模式建议

 （1）BOT融资模式分析

 （2）TOT融资模式分析

 （3）ABS融资模式分析

 （4）融资租赁运用分析

 6.4 关于地铁行业投融资建议

 6.4.1 关于地铁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建议

 （1）积极介入地铁行业

 （2）细化关注每个项目的情况

 （3）资金重点投向中心城市

 （4）采取多种措施分散贷款风险

 6.4.2 关于地铁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1）债权投资建议

 （2）股权投资建议

 6.4.3 关于地铁行业融资渠道建议

 6.4.4 关于地铁行业融资模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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