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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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证券公司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证券公

司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证券公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证券公司行业的现状、中国证券

公司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证券公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证券公司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证券公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证券公司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我国证券公司数量较为稳定，从2017年-2019年上半年数量均稳定在131家，其中从

事IPO保荐业务的券商98家。根据2019年证监会对券商的分类结果，98家券商中，AA级别的

券商只有10家，占比10%，A类券商合计38家，占比39%，较2019年减少了2个百分点。B类券

商有50家，占比51%，较上年增加1家；C类券商有8家，占比为8%，数量较18年持平。D类券

商有2家，占比为2%，较18年增加1家，分别是网信证券和华信证券。

  

 报告目录：

 第.一章 证券行业概述

 第.一节 证券相关概念

 一、证券票面要素

 二、证券特征与分类

 三、证券功能

 四、证券公司

 五、证监会

 第二节 证券市场相关概念

 一、证券市场结构

 二、证券市场基本功能

 第三节 首次公开募股

 第四节 退市制度

 一、退市制度的概念

 二、我国上市公司退市现状调研

 三、退市机制现实意义

 四、境外市场退市制度简介

  



 第二章 2019年中国证券所属行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9年我国货币金融环境分析

 一、2019年货币政策回顾

 二、2019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9年我国证券行业政策热点

 一、证监会发布期货营业部管理规定

 二、沪深交易所颁布新股交易监管新规

 三、监管层首提新三板五大建议

 四、《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五、《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实施

 六、《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八、《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的决定》

 九、《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十、A股交易费用下调25%

  

 第三章 2019年国际证券所属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9年全球证券所属行业运行分析

 一、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

 二、全球经济金融运行三大趋势预测分析

 三、全球经济金融运行三大风险

 四、欧债危机演化三大疑问

 五、国际金融市场四大走向

 六、2019年全球IPO状况分析

 七、2019年国际股市主要表现

 八、2019年全球500强十大牛熊股简析

 第二节 2019年美国证券市场发展分析

 一、美国证劵市场的构成及特点



 二、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分析

 三、2019年美国股市走势回顾

 第三节 2019年亚洲证券市场分析

 一、印度经济及证券市场概况

 二、老挝证券市场

 三、日本证券市场概况

 第四节 欧洲证券市场发展分析

 一、金融监管新政加速欧盟证券市场整合

 二、欧盟公布证券市场改革草案

 三、欧盟将公布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四、欧洲股市2019年发展现状调研

 五、希腊组阁谈判破裂加剧欧元区震荡

 六、2019年欧洲经济现状及前景

 第五节 挪威证券市场发展分析

 一、证券业历史

 二、奥斯陆证券交易所

 三、特色领域

 四、公司上市与监管

 五、2019年上市公司状况分析

 第六节 乌兹别克斯坦证券市场现状及趋势预测分析

 一、概述

 二、现状调研

 三、乌证券市场交易额增长的因素

 四、证券市场准入简化

 五、证券市场前景分析分析

 第七节 2019年全球主要市场投资展望

 一、成熟市场

 二、新兴市场

  

 第四章 2019年中国证券所属行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 2019年我国证券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



 二、中国多层次证券市场指数体系分析

 三、2019年中国证券市场市值位居全球第二

 四、2019年A股IPO融资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9年沪市所属行业运行探析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简介

 二、上交所交易证券品种总貌

 三、上交所2019年自律管理情况分析

 四、上交所将推动四大市场共同发展

 第三节 2019年深市所属行业运行透析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简介

 三、2019年深交所IPO数量问鼎全球

 四、深交所2019年度自律监管情况分析

 五、深交所上市公司2019年业绩简析

 六 创业板发展分析

 第四节 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概况

 一、公司简介

 二、六项举措支持证券公司及资本市场创新发展

 第五节 2019年中国香港证券所属行业运行分析

 一、中国香港股市运行分析

 二、中国香港市场主要投资品种

 三、港股市场投资者构成分析

 四、中国香港市场与国内市场比较

 第六节 2019年IPO新政研究

 一、IPO新政核心

 二、网下发行三变

 三、机构&ldquo;用脚投票&rdquo;

 四、机构成长与市场扩容背离

 五、&ldquo;用手投票&rdquo;初现

 六、&ldquo;用脚投票&rdquo;的时代没有赢家

 七、中小投资者应对IPO新政策略分析

  

 第五章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第.一节 证券市场监管的含义

 第二节 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则

 一、依法管理原则

 二、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

 三、&ldquo;三公&rdquo;原则

 四、监督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节 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

 一、保障广大投资者权益

 二、维护市场良好秩序、充分保障筹资者权益

 三、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体系

 四、提高证券市场效率

 第四节 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

 第五节 证券市场监管的手段

 一、法律手段

 二、经济手段

 三、行政手段

 第六节 证券市场监管内容

 一、信息披露

 二、操纵市场

 三、欺诈行为

 四、内幕交易

 第七节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第八节 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建议

  

 第六章 2019年中国证券细分市场运行剖析

 第.一节 2019年我国股票市场分析

 一、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动向

 二、股票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三、2019年A股市场IPO情况分析

 四、2019年十大牛股简析

 五、2019年十大熊股简析

 第二节 2019年我国债券市场分析



 一、2019年我国债券市场总体运行状况分析

 二、欧洲降息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2019年我国基金市场分析

 一、2019年基金市场行情回顾

 二、基金经理掀起离职潮

 三、2019年基金发行创出历史新高

 四、证监会核批首批RQFII机构

 五、基金第三方支付扩容

 六、2019年开放式基金销售渠道分析

 第四节 2019年中国权证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一、中国权证市场现状、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二、2019年最后一只权证谢幕

  

 第七章 2019年中国证券市场相关行业调研

 第.一节 证券经纪业务分析

 一、证券经纪业务发展方向

 二、证券经纪人制度分析

 三、咨询服务提升证券经纪业务发展

 四、关于证券经纪人制度创新的思考

 五、经纪业务竞争策略研究

 六、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风险管理研究

 第二节 网络证券发展分析

 一、我国网络证券业发展情况分析

 二、我国证券业信息化分析

 三、我国网络证券监管现状调研

 第三节 2019年券商发展分析

 一、2019年券商规模以及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9年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运营分析

 三、2019年券商直投业务发展现状调研

 四、券商经纪业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五、券商业务创新蓄势待发

 六、2019年新上市券商解析及2019年券商上市规划



  

 第八章 2019年中国证券市场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9年我国证券市场竞争力分析

 一、2019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

 二、证券公司网上交易核心竞争力营销体系的构建

 三、人才对证券业竞争力影响分析

 四、专业化是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五、2019年证券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策略

 第二节 2019年我国证券市场竞争格局

 一、证券市场竞争格局

 二、股权分置改革后证券市场格局

 三、证券公司五力竞争模型分析

 四、中国证券公司竞争格局变化及投资前景预测

 第三节 2019年证券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一、券商杀入银行理财市场

 二、提升券商竞争力的建议

 三、保代告别稀缺 券商投行竞争变盘

  

 第九章中国证券优势企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三节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六节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21-2027年中国证券所属行业发展探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我国证券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一、手机证券券商经纪业务分析

 二、证券行业发展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国内证券行业趋势预测展望

 一、制度变革对证券市场走向影响

 二、证券企业发展趋向分析

 三、外部环境对证券市场走向影响分析

 四、我国证券行业前景展望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中国证券行业经营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证券公司投资趋势分析

 一、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管理策略

 二、我国证券公司处置问题策略



 三、小券商竞争竞争策略

 四、证券公司股权改革路径及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证券公司营销策略分析

 一、证券公司营销体系分析

 二、证券公司配合营销策略

 三、证券公司营销宣传系统分析

 四、证券公司设置营销部门策略

 五、证券公司营销策略分析

 六、证券公司网络营销解决方案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167198JCGU.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167198JCG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