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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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供应链金融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供应

链金融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供应链金融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供应链金融行业的现状、

中国供应链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供应链金融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供

应链金融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供应链金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供

应链金融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银行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

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被银行等金融机构视为扩展深耕企业客户的有利抓手，是因为它与链上企业日

常业务结合紧密，具体体现在其事件驱动、闭合式运作、自偿性、连续性的四大特点上。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概述

 第一节 供应链金融发展背景

 第二节 供应链金融基本介绍

 一、供应链金融概念解析

 二、供应链金融的涵义与主体

 （一）供应链金融与传统区别

 （二）与国际贸易融资的区别

 （三）供应链金融的参与主体

 （四）行为主体的生态动力学

 （五）供应链金融的特点分析

 （六）发展供应链金融的意义

 （七）国内外供应链金融差异

 三、银行与供应链成员的关系

 四、供应链金融实践运作形式

 第三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类别分析

 第四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吸引力分析

 一、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

 二、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

 三、对核心企业的吸引力



 四、对物流企业的吸引力

 第五节 发展供应链金融必要性研究

 一、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动力机制

 二、发展供应链金融的价值凸现

 三、银企合作的内在发展要求

 四、供应链金融对参与主体意义

 第六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博弈分析

 一、物流企业单独提供融资服务收益分析

 二、商业银行单独提供融资服务收益分析

 三、双方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收益

 第七节 物流金融与供应链金融研究

 一、物流金融与供应链金融发展

 二、两种融资的相关概念及区别

 （一）两种融资方式相关概念

 （二）两种融资方式区别分析

 三、行业物流金融的发展基础

 四、两种融资方式问题及对策

 （一）两种融资方式存在问题

 （二）两种融资问题解决方法

  

 第二章 供应链金融业务环境影响分析

 第一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政策环境分析

 我国供应链金融起步比较晚，1998 年，深发展银行（现平安银行）在广东地区首创货物质押

业务，国内供应链金融由此起步。此后，国内供应链金融发展相对比较慢。

 我国供应链金融政策汇总表                           时间             政策名称             下发部门                              

2014.09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国务院                               2015.05        

    《关于大力发展电子上午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国务院                               2015.09   

         《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15.11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ldquo;互联网+&rdquo;行动

的指导意见）的行动计划（2015-2018）》             工信部                               2016.02             《关于金

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             央行等 8 部委                               2016.09            

《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 年）》             发改委                               2016.11             



《国内贸易流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商务部、发改委、人民银行等 10 部

门                               2017.01             《商贸物流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             商务部、发

改委等 5部门                               2017.03             《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             人

民银行、工信部等 5 部门                               2017.04             《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2017-2019年）》             人民银行、工信部、财务部、商务部等多部门                              

2017.08             《关于进一步推动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17.10             《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

厅                               2018.04             《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             商务部等8 部

门                               2018.10             《关于公布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试点企业名单的

通知》             商务部等 8部门                               2019.02             《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

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9.04             《关于促进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2019.07             《关于

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             银保监会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一、&ldquo;金融18条&rdquo;影响分析

 （一）中小企业贷款额度方面

 （二）农村金融机构及小额贷款公司

 （三）保险业进入中小企业融资范畴

 （四）拓宽融资渠道需要融资范畴

 二、《私募债发行规则》

 三、《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四、《关于支持商圈融资发展的指导意见》

 五、银监会支持银行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

 六、《物权法》与供应链金融解析

 第二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货币政策环境分析

 一、2019年中国货币政策大事记

 二、2019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变化

 三、2019年存款准备金率变化情况

 第三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9年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2019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分析

 四、2019年金融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第四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章 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分析及预测

 第一节 中小企业规模及分布

 一、中小企业的界定

 二、中小企业数量情况

 三、中小企业工业产值

 四、中小企业资产规模

 五、中小企业营业收入

 六、中小企业利润总额

 第二节 中小企业融资分析

 一、中小企业融资分析

 （一）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分析

 （二）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分析

 （三）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四）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成因

 （五）中小企业融资策略分析

 （六）中小企业融资创新分析

 二、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2019年中小企业贷款成本上升

 （二）2019年中小企业贷款统计分析

 （三）征信中小企业获银行贷款分析

 三、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分析

 （一）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

 （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现状

 （三）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政策

 四、影响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因素

 （一）成本收益因素

 （二）制度安排因素



 （三）银企分布因素

 （四）利率管制因素

 第三节 中小企业对供应链金融需求

 第四节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竞争情况

 一、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竞争加剧

 二、中小银行的相对竞争优势被削弱

 三、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竞争趋势分析

  

 第四章 供应链金融业务区域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主要地区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情况

 一、广东省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广东省金融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三）广东省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机构

 （四）广东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和困境

 （五）广东省中小企业贷款扶持措施

 （六）2019年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措施

 （七）广东省供应链金融发展动态分析

 二、浙江省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浙江省金融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三）浙江省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机构

 （四）浙江省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分析

 （五）浙江省中小企业贷款扶持政策

 （六）浙江供应链金融发展动态分析

 三、江苏省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江苏省金融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三）江苏省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机构

 （四）江苏省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分析

 （五）江苏省中小企业贷款扶持政策

 （六）江苏供应链金融发展情况分析



 四、山东省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山东省金融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山东省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三）山东省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机构

 （四）山东省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分析

 （五）山东省中小企业贷款扶持政策

 （六）山东供应链金融发展动态分析

 五、北京市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北京市金融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北京市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三）北京市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机构

 （四）北京市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分析

 （五）北京市中小企业贷款扶持政策

 六、上海市中小企业贷款分析

 （一）上海市金融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二）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三）上海市中小企业贷款主要机构

 （四）上海市中小企业贷款发展分析

 （五）上海市中小企业贷款扶持政策

 （六）上海供应链金融发展情况分析

 第二节 欠发达地区供应链金融业务市场

 一、西部中小企业融资特点分析

 二、西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三、西部中小企业融资策略分析

 第三节 其他地区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情况

 一、河南省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情况

 二、广西区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情况

 三、天津市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情况

  

 第五章 供应链金融产品发展分析

 第一节 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一、供应链金融产品发展现状



 二、供应链金融应用推广特点

 三、供应链金融推行中的问题

 四、国内供应链融资存在问题

 五、供应链金融全球化新问题

 第二节 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模式

 一、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分析

 二、保兑仓融资模式分析

 三、融通仓融资模式分析

 四、三种融资模式比较分析

 第三节 供应链金融产品分析

 一、供应链金融产品适用群体分析

 二、不同经营模式的产品需求分析

 三、供应链金融产品盈利情况分析

 四、供应链金融产品的不良贷款率

 五、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品牌分析

 六、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品牌建设

 第四节 供应链金融产品的风险分析

 一、核心企业道德风险分析

 二、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

 三、物流企业渎职风险分析

 四、中小企业物权担保风险

 五、供应链金融的操作风险

 六、供应链融资的风险特点

 第五节 供应链金融产品风险管理分析

 一、供应链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

 （一）供应链核心企业的选择

 （二）物流企业的准入管理

 （三）中小企业担保物权认可

 （四）供应链金融的操作管理

 二、供应链金融产品风险管理改进

 （一）自偿性为核心的风险评估

 （二）风险管理专业化的建议



 （三）集约化的操作支持平台

 （四）统一内外贸业务管理模式

 三、供应链融资问题的优化对策

 四、供应链融资业务的风险控制

 第六节 供应链金融产品发展动态

  

 第六章 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竞争主体分析

 第一节 供应链金融企业竞争概况

 第二节 国有银行金融服务分析

 一、中国银行

 （一）中国银行发展简介

 （二）中国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四）中小企业贷款选择标准

 （五）扶持中小企业信贷措施

 二、中国工商银行

 （一）中国工商银行发展简介

 （二）工商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四）中小企业贷款选择标准

 （五）扶持中小企业信贷措施

 三、中国建设银行

 （一）中国建设银行发展简介

 （二）建设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建行中小企业信贷产品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五）扶持中小企业信贷措施

 四、中国农业银行

 （一）中国农业银行发展简介

 （二）农业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农行中小企业信贷产品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五）扶持中小企业信贷措施

 第三节 股份制银行金融服务分析

 一、招商银行

 （一）招商银行发展简介

 （二）招商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二、交通银行

 （一）交通银行发展简介

 （二）交通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三、民生银行

 （一）民生银行发展简介

 （二）民生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四、光大银行

 （一）光大银行发展简介

 （二）光大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五、兴业银行

 （一）兴业银行发展简介

 （二）兴业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六、平安银行

 （一）平安银行发展简介

 （二）平安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七、浦发银行

 （一）浦发银行发展简介

 （二）浦发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八、广发银行

 （一）广发银行发展简介

 （二）广发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简述

 （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情况

 第四节 城市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分析

 一、北京银行

 （一）北京银行发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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