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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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金融控股公司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金融控股公司

行业的现状、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金融控股公司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根据1999年2月国际上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

保险监管协会联合发布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指&quot;在同一控

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同时每类

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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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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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种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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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防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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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环境与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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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分业与综合经营变迁历程

 1、横向业务合作

 2、股权交叉投资

 3、业务交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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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可行性分析

 一、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政策上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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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花旗集团的发展模式

 2、ING集团的发展模式

 3、汇丰集团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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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模式选择

 一、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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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殊因素分析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最佳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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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客户为中心打造业务平台

 3、逐步向业务部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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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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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产业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模式

 6、产业型金融控股公司特殊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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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管理公司打造金融控股公司战略实施步骤

 四、资产管理公司多元化业务投资前景

 1、核心主业及投资前景

 2、综合化金融服务投资前景

 五、资产管理公司多元化战略实现路径

 1、完善治理结构

 2、组织流程再造

 3、建立客户资源管理平台

 4、公司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5、优化激励机制

  

 第三部分 市场现状分析调研

 第四章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战略与业务协同创新

 第一节 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投资前景

 一、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发展路径

 二、国际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1、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2、混合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3、全能银行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三、国内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1、金融纯粹控股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2、金融混业控股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3、产业纯粹控股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4、产业混业控股模式多元化投资前景

 第二节 国际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协同与创新

 一、机构重组上的协同效应

 二、资金上的协同效应



 1、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互动

 2、保险资金与银行、证券资金的互动

 三、业务上的协同效应

 1、一般业务的合作

 2、信息方面的合作

 3、金融业务创新的合作

 第三节 国内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协同与创新实践

 一、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

 1、企业年金业务

 2、资产证券化业务

 3、公司投资业务创新

 4、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创新

 二、消费者金融代表性业务

 1、银保业务

 2、银证转账、银证通等业务

 3、其它业务

 三、财富管理业务的协同与创新

 1、财富管理市场潜力分析

 2、金融控股公司开展财富管理业务优势

 3、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富管理模式分析

 4、国际金融控股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经验借鉴

 第四节 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协同与创新趋势及建议

 一、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协同与创新趋势

 二、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协同与创新风险

 三、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协同与创新建议

  

 第五章 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

 第一节 金融控股公司主要风险分析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风险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风险

 1、内部交易与关联交易风险

 2、利益冲突风险



 3、垄断风险

 三、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传递性

 第二节 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一、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二、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措施

 第三节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

 一、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关系

 二、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的指导原则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流程

 四、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控制的管理程序

 五、内部控制管理技术

 1、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2、VaR风险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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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监管制度

 2、伞式监管

 3、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

 三、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机制

 1、完善内部风险防范的法律措施

 2、完善外部风险防范的法律措施

 四、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策建议

 1、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重点

 2、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建议

  

 第六章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第一节 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一、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特殊性



 二、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难题

 三、金融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1、产权结构单一，所有者缺位

 2、股东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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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2020-2026年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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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金融控股公司产业投资经历的阶段

 2、2015-2019年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状况回顾

 3、2015-2019年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风险投资状况

 4、2020-2026年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的投资态势

 第二节 2020-2026年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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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20-2026年金融控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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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建议

 一、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金融控股公司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企业融资分析

 1、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企业IPO融资分析

 2、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企业再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投资趋势分析

 第十章 2020-2026年金融控股公司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2019年金融控股公司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金融控股公司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金融控股公司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重点金融控股公司企业面临的困境

 2、重点金融控股公司企业对策探讨

 二、中小金融控股公司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1、中小金融控股公司企业面临的困境

 2、中小金融控股公司企业对策探讨

 三、国内金融控股公司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金融控股公司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1、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2、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3、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四节 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第十一章 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金融控股公司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金融控股公司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 金融控股公司行业投资建议

 一、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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