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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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物业经营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物业经

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物业经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物业经营行业的现状、中国物业

经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物业经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物业经营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物业经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物业经营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物业经营是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的物业经营活动，包括制作发展计划、管理日常事务等。

     物业管理公司是按照法定程序成立并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经营物业管理业务的企业型经济

实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属于服务性企业，它与业主或使用人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关系，

它接受业主的委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对特定区域内的物业实行专业

化管理并获得相应报酬。

     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中的权利主要有：①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小

区管理办法；②依照物业管理合同和管理办法对住宅小区实施管理；③依照物业管理合同和

有关规定收取管理费用；④有权制止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⑤有权要求业主委员会协助管理

；⑥有权选聘专营公司(如清洁公司、保安公司等)承担专项管理业务；⑦可以实行多种经营

，以其收益补充小区管理经费。

     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管理中的义务主要有：①履行物业管理合同，依法经营；②接受业主

委员会和全体业主的监督；③重大的管理措施应当提交业主委员会审议，并经业主委员会认

可；④接受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住宅小区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监督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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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模式借鉴  

 三、国内投资新趋势动向  

 第二节 我国物业经营行业商业模式探讨 

 第三节 我国物业经营行业投资国际化投资前景分析  

 一、战略优势分析  

 二、战略机遇分析 

 三、战略规划目标  

 四、战略措施分析  

 第四节 最优投资路径设计  

 一、投资对象  

 二、投资模式  

 三、预期财务状况分析 

 四、风险资本退出方式 

  

 第十四章 物业经营项目融资问题分析与建议 

 第一节 物业经营项目的融资演变  

 第二节 物业经营项目特点、融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物业经营及其项目的主要特点  

 二、物业经营项目的融资特点  

 三、物业经营项目的融资相关影响因素  

 第三节 物业经营项目的融资对策  

 一、从产业链的整体考虑项目的融资  

 二、从产业链的三个环节考虑项目的融资 

 三、采用多种形式进行项目融资  

 四、本国筹资的重要性  

 五、有效吸引私人投资  

 六、政府的政策支持  

 第四节 建议  

  

 第十五章 物业经营企业投融资战略规划分析 



 第一节 物业经营企业投资前景规划背景意义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企业强做大做的需要  

 三、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第二节 物业经营企业投资前景规划的制定原则  

 一、科学性  

 二、实践性  

 三、前瞻性  

 四、创新性  

 五、全面性  

 六、动态性  

 第三节 物业经营企业战略规划制定依据  

 一、国家产业政策  

 二、行业发展规律  

 三、企业资源与能力  

 四、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第四节 物业经营企业战略规划策略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六章  投资分析及风险规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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