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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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政

府引导基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行业

的现状、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政府引导基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政府引导基金的成功与失败，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就是&ldquo;花好&rdquo;与&ldquo;管

好&rdquo;，但是目前很多基金管理者对于这两个问题，依旧不能认真对待。 

     眼下不少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都是源自政策红利的驱动，当然也有上级要求等因素，但

是不少政府并没有想好如何利用引导基金来发挥其引导作用;同时，政府又较为重视投资资金

的安全性，使得有好项目不敢投、也没有专业的管理人才来运作。 

     同时，如果地方经济基础不够雄厚，没有丰富的项目储备，那么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也就意

义不大。当然，如果政府能够在制度上放宽，不将基金局限于本地项目上，那么其收益状况

也会得到改善。 

     总体来看，眼下正是经济升级、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各个领域的投资机会频现。这对于

政府引导基金来说，正是入局的大好机会，不管是传统产业的改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崛起，如

果有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团队，其趋势预测也极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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