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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券商投行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券商投行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券商投行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券商投行行业的现状、中国券商投行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券商投行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券商投行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券商投行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券商投行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虽然券商IPO规模整体下滑，但龙头券商行业领先地位依旧稳固。2019年上半年，中信证券

仍然稳坐投行业务收入第.一的宝座，中信建投、海通、国君、招商、广发、华泰证券自2012

年以来保持投行业务收入在上市券商中排名前10。

     究其原因，盖因龙头券商IPO项目储备丰富，具备领先优势。中信建投排队项目39家位列

第.一，广发证券22家紧随其后，数量前十券商以综合实力突出的龙头券商为主，排队家数占

总家数的49%。

     与此同时，券商投行业务行业集中度亦有所下滑。2019年底，投行业务CR5为47.6%，2019

年上半年，投行业务收入CR5为46.7%，较2019年下降0.7个百分点，但仍维持在45%以上

；2019年底，券商IPO规模CR5为65%，2019H上半年IPO规模CR5为56%，较2019年末下降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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