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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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营销服务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营销服

务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营销服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营销服务行业的现状、中国营销

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营销服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营销服务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营销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营销服务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服务营销是企业在充分认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为充分满足消费者需要在营销过程

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服务作为一种营销组合要素，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上世纪80年代

后期，这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产业升级和生产的专业化发

展日益加速，一方面使产品的服务含量，即产品的服务密集度日益增大。另一方面，随着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也逐渐发

生变化，需求层次也相应提高，并向多样化方向拓展。

     从不同媒介的广告刊例花费来看，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占比进一步提升，2019Q1仅生活圈

媒体广告刊例花费获正增长。受到互联网发展和居民生活习惯的变化，2014至2019年电视广

告市场份额由2016年的32%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15%，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由2014年的45%上

升至2019年的74%，户外广告每年占比稳定在约7%水平，报纸广告、广播广告、杂志广告市

场份额则进一步下滑。19H1的媒体刊例花费增速不及18H1，仅有电梯电视、电梯海报和影院

视频保持正增长，但仍远低于去年的涨幅。报纸、杂志、传统户外连续两年在H1出现负增长

，电视、广播、互联网在去年同期正增长的情况下今年19H1出现了负增长。可见市场中各类

媒介的刊例花费均不同程度面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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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小营销服务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三、国内营销服务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营销服务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营销服务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营销服务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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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营销服务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营销服务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营销服务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十二章 营销服务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第.一节 营销服务行业投资趋势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营销服务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营销服务品牌的重要性

 二、营销服务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营销服务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营销服务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营销服务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营销服务经营策略分析

 一、营销服务市场细分策略

 二、营销服务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营销服务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营销服务行业投资前景建议研究

 一、2019年营销服务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二、2021-2027年营销服务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三、2021-2027年细分行业投资前景建议

  

 第十三章 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 营销服务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营销服务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营销服务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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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