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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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广东省医院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介绍了广东省医院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广东省医院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广东省

医院行业的现状、中国广东省医院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广东省医院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广东省医院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广东省医院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广东省医院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中国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第一节 中国医疗卫生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医疗产业形成背景介绍

　　　　二、中国医疗产业发展阶段分析

　　　　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就显着

　　　　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分析

　　　　五、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2021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资源概况

 　　　　一、医疗机构数量统计

　　　　二、医疗机构床位统计

　　　　三、医疗机构人员统计

　　　　四、医疗机构建筑面积

 　　第三节 2021年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与运行分析

 　　　　一、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服务分析

　　　　二、医疗卫生机构住院服务分析

　　　　三、医疗卫生机构出院服务分析

　　　　四、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利用分析

　　　　五、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与效率

　　　　六、医疗机构行业资产负债规模

　　　　七、医疗行业的收入和支出规模

　　　　八、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效率分析

 　　第四节 2021年中国医药费用状况分析

　　　　一、医疗卫生总费用状况分析

　　　　　　（一）卫生总费用统计



　　　　　　（二）卫生费用结构分布

　　　　　　（三）人均卫生费用统计

　　　　　　（四）卫生费用占GDP比重

　　　　二、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

　　　　三、政府部门卫生支出状况分析

　　　　四、基层医疗机构医药费用

　　　　五、医院机构医药费用状况分析

 第二章 2021年广东省医院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21年广东省经济环境分析

 　　　　一、广东省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广东省工业经济形势分析

　　　　三、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广东省经济形势发展展望

 　　第二节 2021年广东省医院政策环境分析

 　　　　一、医疗服务行业监管体制

　　　　二、医疗服务行业相关政策

　　　　三、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分析

　　　　四、医疗服务质量的政策及法律法规

　　　　五、医疗服务技术的法律法规及规范

　　　　六、医疗服务人员管理的政策及法规

　　　　七、广东省医疗服务相关政策

 　　第三节 2021年广东省医院需求环境

 　　　　一、居民收入及消费情况分析

　　　　二、广东省人口总量结构分析

　　　　　　（一）儿童人口数量分析

　　　　　　（二）女性人口数量分析

　　　　　　（三）老年人口数量分析

　　　　三、医疗服务费用支出分析

 　　第四节 2021年广东省医药行业环境分析

 　　　　一、广东省医药行业发展概述

　　　　二、广东省医药企业数量分析

　　　　三、广东省医药行业销售收入



　　　　四、广东省医药行业经营效益

 第三章 2021年广东省医疗服务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21年广东省医疗服务机构分析

 　　　　一、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分析

　　　　二、各类医院数量分布状况分析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

　　　　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数量

　　　　五、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数量

 　　第二节 2021年广东省医疗服务现状分析

 　　　　一、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分析

　　　　二、医院分科床位数量分析

　　　　三、医疗卫生人员数量分析

　　　　四、各类等级医院数量状况分析

 　　第三节 2021年广东省医疗服务费用分析

　　　　一、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分析

　　　　二、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分析

 　　第四节 2021年广东省基层医疗服务分析

 　　　　一、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费用

　　　　二、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状况分析

 第四章 2021年广东省医院医疗服务分析

 　　第一节 2021年广东省各类医院数量分析

 　　　　一、综合医院数量分析

　　　　二、中医医院数量分析

　　　　三、专科医院数量分析

　　　　四、中西医结合医院数量分析

 　　第二节 2021年广东省医院医疗服务分析

 　　　　一、医院门诊服务情况分析

　　　　二、医院住院服务总体状况分析

　　　　三、医院床位利用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21年广东省公立医院服务分析

 　　　　一、公立医院数量情况分析

　　　　二、公立医院门诊服务状况分析



　　　　三、公立医院住院服务状况分析

　　　　四、公立医院医药费用状况分析

　　　　五、公立医院床位利用状况分析

 　　第四节 2021年广东省民营医院服务分析

 　　　　一、民营医院数量情况分析

　　　　二、民营医院门诊服务状况分析

　　　　三、民营医院住院服务状况分析

　　　　四、民营医院床位利用状况分析

 第五章 广东省医疗信息化发展分析

 　　第一节 医疗信息化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医院信息化发展的四个阶段

　　　　二、中国医院行业信息化市场规模分析

　　　　三、中国医院行业信息化应用特点分析

　　　　四、中国医院信息化中HIS应用现状调研

　　　　五、中国医院信息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第二节 广东省医院信息化行业发展分析

 　　　　一、广东省医院信息化发展现状调研

　　　　二、广东省医院信息化的发展措施及建议

　　　　三、广东省医院信息化行业未来发展热点

 　　第三节 广东省医疗信息化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医疗信息化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医疗信息化面临的挑战分析

　　　　三、医疗信息化发展的对策分析

 第六章 广东省重点医院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一、医院的基本情况分析

　　　　二、医院人员及设备规模

　　　　三、医院的经营服务状况分析

　　　　四、医院的经营优势分析

 　　第二节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一、医院的基本情况分析

　　　　二、医院人员规模分析



　　　　三、医院的经营服务状况分析

　　　　四、医院的经营优势分析

 　　第三节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一、医院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二、医院人员规模分析

　　　　三、医院经营服务状况分析

　　　　四、医院经营优势分析

 　　第四节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一、医院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二、医院人员规模分析

　　　　三、医院经营服务范围

　　　　四、医院最新动态分析

 　　第五节 广东省中医院

 　　　　一、医院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二、医疗服务经营情况分析

　　　　三、医院经营优势分析

 　　第六节 广东省口腔医院

 　　　　一、医院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二、医院人员规模分析

　　　　三、医院经营服务状况分析

　　　　四、医院经营优势分析

 　　第七节 深圳市人民医院

 　　　　一、医院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二、医疗服务经营情况分析

　　　　三、医院经营服务状况分析

 　　第八节 广州市胸科医院

 　　　　一、医院发展基本状况分析

　　　　二、医院人员规模及设备

　　　　三、医院经营服务状况分析

 第七章 2021-2027年广东省医疗服务市场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广东省医疗服务市场趋势分析

 　　　　一、中国医疗市场化商业前景广阔



　　　　二、医疗服务市场将迎快速发展期

　　　　三、医疗市场成为启动内需重要领域

　　　　四、医疗卫生行业投资前景调研预测展望

　　　　五、广东省医疗服务市场趋势分析

　　　　六、广东省医疗服务规模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广东省医院市场趋势分析

 　　　　一、广东省民营医院市场趋势分析

　　　　二、广东省康复专科医院市场趋势分析

　　　　三、广东省县级医院市场趋势分析

　　　　四、新形势下中国医院投资预测预测

 　　第三节 2021-2027年广东省医院投资前景分析

 　　　　一、行业政策风险

　　　　二、医疗质量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人力资源风险

　　　　五、医院财务风险

　　　　六、医院信誉风险

　　　　七、经营管理风险

 　　第四节 2021-2027年广东省医院市场投资前景研究及建议

 第八章 2021-2027年广东省医院资本运作策略分析

 　　第一节 广东省医院资本运作因素分析

 　　　　一、医院资本运作政策因素

　　　　二、医院资本运作经济因素

　　　　三、医院资本运作社会因素

　　　　四、医院资本运作文化因素

　　　　五、医院资本运作技术环境

 　　第二节 广东省医院资本运作动因分析

 　　　　一、医院资本运作主要动力

　　　　二、医院资本运作外部动因

　　　　三、医院资本运作内部动因

 　　第三节 广东省医院资本运作实施战略

 　　　　一、医院聚焦性资本运作战略



　　　　二、医院扩张性资本运作战略

　　　　三、医院整合性资本运作战略

　　　　四、医院收缩性资本运作战略

 　　第四节 广东省医院资本运作趋势分析

 　　　　一、医院产业资本运作体系构建

　　　　二、医院资本运作战略实施框架

　　　　三、医院资本运作市场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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