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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公募基金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公募基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公募基金行业

的现状、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公募基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公募基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公

募基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

 

    第一章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公募基金行业相关概念概述

 

    　　　　一、公募基金定义

    　　　　二、公募基金分类

    　　　　三、公募基金参与主体

    　　第二节 最近3-5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八、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二章 公募基金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

 

    　　第一节 公募基金行业政治法律环境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三、公募基金行业相关标准

    　　　　四、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五、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公募基金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三、公募基金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五、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分析

 

    第三章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阶段

    　　　　二、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三、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公募基金行业运营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6-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一、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收入分析

    　　　　　　1 、公募基金管理费规模

    　　　　　　2 、公募基金管理费分布

    　　　　二、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6-2020年中国公募基金企业发展分析

    　　　　四、公募基金支出价值链分析

    　　　　　　1 、银行托管费用分析

    　　　　　　2 、客户维护费用分析

    　　　　　　3 、券商分仓交易佣金

    　　　　　　4 、其他相关费用分析

    　　　　五、公募基金行业利润分析

    　　第三节 2016-2020年公募基金市场情况分析

 

    　　　　一、2016-2020年中国公募基金市场总体概况

    　　　　二、2016-2020年中国公募基金产品市场发展分析

   

  第四章 我国公募基金所属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 2016-2020年中国公募基金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6-2020年中国公募基金所属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三节 公募基金行业托管人总体运行分析

 

    　　　　一、公募基金托管人业务类型

    　　　　二、公募基金托管人业务规模

    　　第四节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一、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1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供给分析

    　　　　　　2 、我国公募基金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3 、重点市场占有份额

    　　　　二、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1 、公募基金行业需求市场

    　　　　　　2 、公募基金行业客户结构

    　　　　　　3 、公募基金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三、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三部分 市场供需分析调研

 

    第五章 中国公募基金细分产品分析

 

    　　第一节 按运作方式划分的基金细分产品

 

    　　　　一、开放式基金产品分析

    　　　　　　1 、开放式基金投资账户规模

    　　　　　　2 、开放式基金产品发行规模

    　　　　　　3 、开放式基金产品经营效益

    　　　　二、封闭式基金产品分析

    　　　　　　1 、封闭式基金投资账户规模

    　　　　　　2 、封闭式基金产品发行规模

    　　　　　　3 、封闭式基金产品经营效益

    　　第二节 按投资标的划分的基金细分产品

 

    　　　　一、股票型基金产品分析

    　　　　　　1 、股票型基金发行规模

    　　　　　　2 、股票型基金经营效益

    　　　　　　3 、股票型基金运营费用

    　　　　二、债券型基金产品分析

    　　　　　　1 、债券型基金发行规模



    　　　　　　2 、债券型基金经营效益

    　　　　　　3 、债券型基金运营费用

    　　　　三、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分析

    　　　　　　1 、货币市场基金发行规模

    　　　　　　2 、货币市场基金经营效益

    　　　　　　3 、货币市场基金运营费用

    　　　　四、混合型基金产品分析

    　　　　　　1 、混合型基金发行规模

    　　　　　　2 、混合型基金经营效益

    　　　　　　3 、混合型基金运营费用

    　　第三节 按投资目标划分的基金细分产品

 

    　　　　一、成长型基金产品分析

    　　　　二、收入型基金产品分析

    　　　　三、平衡型基金产品分析

    　　第四节 其他特殊基金产品发展分析

 

    　　　　一、系列基金产品分析

    　　　　二、保本基金产品分析

     　　　　三、基金QDII产品分析

    　　　　　　1 、QDII基金产品发行规模

    　　　　　　2 、QDII基金产品经营效益

    　　　　　　3 、QDII基金投资地区配置分析

    　　　　四、基金中的基金（FOF）产品分析

    　　　　五、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产品分析

    　　　　六、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产品分析

   

  第六章 中国公募基金销售渠道分析

 

    　　第一节 公募基金销售渠道发展综述

 

    　　　　一、公募基金渠道销售规模



    　　　　二、公募基金渠道销售结构

    　　第二节 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分析

 

    　　　　一、基金公司直销优劣势分析

    　　　　二、基金公司直销规模分析

    　　　　三、基金公司直销渠道趋势预测

    　　第三节 银行网点代销渠道分析

 

    　　　　一、银行网点代销渠道优劣势

    　　　　二、银行网点代销规模分析

    　　　　三、银行代销网点分布分析

    　　　　　　1 、全国性商业银行

    　　　　　　2 、城市商业银行

    　　　　　　3 、农村商业银行

    　　　　四、银行网点代销渠道趋势预测

    　　第四节 证券公司代销渠道分析

 

    　　　　一、证券公司代销渠道优劣势

    　　　　二、证券公司代销规模分析

    　　　　三、证券公司代销格局分析

    　　　　四、证券公司代销渠道趋势预测

    　　第五节 专业基金销售公司渠道分析

 

    　　　　一、专业基金销售公司优劣势分析

    　　　　二、专业基金销售公司发展现状调研

    　　　　　　1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5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三、专业基金销售公司对竞争格局的影响

    　　　　四、专业基金销售公司渠道趋势预测

    　　第六节 其他基金销售渠道分析

 

    　　　　一、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销售渠道

    　　　　二、邮储网点代销渠道发展分析

   

  第四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

 

    第七章 2016-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公募基金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 、现有企业间竞争

    　　　　　　2 、潜在进入者分析

    　　　　　　3 、替代品威胁分析

    　　　　　　4 、供应商议价能力

    　　　　　　5 、客户议价能力

    　　　　　　6 、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二、公募基金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三、公募基金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公募基金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公募基金竞争力优势分析

    　　　　四、公募基金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2016-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6-2020年国内外公募基金竞争分析



    　　　　二、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6-2020年我国公募基金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6-2020年国内主要公募基金企业动向

    　　第四节 公募基金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公募基金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九节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十节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基本实力分析

    　　　　二、公司管治能力分析

    　　　　三、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分析

    　　　　四、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分析

    　　　　五、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第五部分 趋势预测展望

 

    第九章 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1-2026年公募基金市场趋势预测

 

    　　　　一、2021-2026年公募基金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1-2026年公募基金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三、2021-2026年公募基金细分行业趋势预测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21-2026年公募基金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二、2021-2026年公募基金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1 、公募基金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2 、公募基金行业营业收入预测分析

    　　　　三、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应用趋势预测分析

    　　　　四、2021-2026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1-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供需预测分析

 

    　　　　一、2021-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供给预测分析

    　　　　二、2021-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企业数量预测分析

    　　　　三、2021-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投资规模预测分析

    　　　　四、2021-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需求预测分析

    　　　　五、2021-2026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供需平衡预测分析

    　　第四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预测分析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预测分析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分析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预测分析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预测分析

   

  第十章 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公募基金行业投融资状况分析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公募基金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公募基金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投资前景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四节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投资建议

 

    　　　　一、公募基金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公募基金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公募基金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投资前景研究

 

    第十一章 2021-2026年公募基金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公募基金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公募基金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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