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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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房

地产+金融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房地产+金融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房地产+金融行业的

现状、中国房地产+金融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房地产+金融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房地产+金融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房地产+金融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房地产+金融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房地产金融是在房地产开发、流通和消费过程中，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所进行的筹资

、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一系列金融活动的总称。其基本任务是运用多种金融方式和金融工

具筹集和融通资金，支持房地产开发、流通和消费，促进房地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良性循

环，保障房地产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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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基本概述与时代背景

 1.1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基本概述

 1.1.1 &ldquo;房地产+&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基本概述

 （1）&ldquo;房地产+&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概念及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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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概念界定

 1.1.3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发展阶段

 1.1.4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核心特征

 1.1.5 本报告的研究范围及相关说明

 1.2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时代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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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r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宏观经济背景

 （1）国际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2）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1.2.3 &r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社会背景分析

 （1）中国城镇化速度及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2）中国新增人口情况及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3）中国富裕阶层投资结构及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1.2.4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技术背景分析

 （1）万物互联时代到来

 （2）一切皆为大数据

 （3）网络社交媒体技术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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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主要二三线城市土地市场供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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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分析

 2.1.4 中国土地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1）中国各类土地市场价格总体走势

 （2）一线城市各类土地价格走势分析

 （3）主要二三线城市土地价格走势

 2.1.5 中国土地市场供应趋势预测

 2.2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2.2.1 中国房地产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2.2.2 中国房地产行业资金来源结构

 2.3 中国房地产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2.3.1 中国房地产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1）房地产行业新开工面积分析



 （2）房地产行业施工面积分析

 （3）房地产行业竣工面积分析

 2.3.2 中国房地产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2.3.3 中国房地产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2.4 中国房地产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2.4.1 中国新房及二手房价格走势分析

 （1）中国新房价格走势分析

 （2）中国二手房价格走势分析

 2.4.2 投资界地产板块的估值分析

 2.4.3 中国房地产行业盈利情况

 2.5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

 2.5.1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2.5.2 中国房地产行业现存问题分析

 2.5.3 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2.5.4 中国房地产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中国金融行业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预测分析

 3.1 中国金融行业市场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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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3.2.4 中国黄金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3.3 中国传统金融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3.1 中国传统金融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3.3.2 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商业银行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前景预测

 3.3.3 中国证券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证券行业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证券行业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证券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证券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证券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3.3.4 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保险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保险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3.3.5 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信托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信托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信托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3.3.6 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金融租赁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金融租赁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3.3.7 中国财务公司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财务公司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财务公司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财务公司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财务公司市场前景预测

 3.3.8 中国担保行业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担保行业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担保行业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担保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担保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担保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3.3.9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发展概述

 （2）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4）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竞争情况分析

 （5）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前景预测

 3.4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4.1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3.4.2 中国网络银行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网络银行市场发展特点

 （2）中国网络银行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网络银行经营状况分析

 （4）中国网络银行竞争状况分析

 （5）中国网络银行市场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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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互联网保险场发展规模

 （3）中国互联网保险经营状况分析

 （4）中国互联网保险竞争状况分析

 （5）中国互联网保险市场前景预测

 3.4.4 中国互联网证券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互联网证券市场发展特点



 （2）中国互联网证券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互联网证券经营状况分析

 （4）中国互联网证券竞争状况分析

 （5）中国互联网证券市场前景预测

 3.4.5 中国互联网基金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1）中国互联网基金市场发展特点

 （2）中国互联网基金市场发展规模

 （3）中国互联网基金经营状况分析

 （4）中国互联网基金竞争状况分析

 （5）中国互联网基金市场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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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众筹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第四章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现状及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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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的业务结构

 4.1.3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经营状况分析

 （1）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收入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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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商业模式分析

 4.2.1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价值链逻辑



 （1）房地产公司传统价值链分析

 （2）新时期房地产价值链的变革

 （3）房地产行业与金融行业的适应性

 （4）&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的市场风险

 4.2.2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的主要投资方式分析

 4.2.3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运营模式分析

 4.2.4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盈利模式分析

 4.2.5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主要合作伙伴

 4.2.6 中国房地产企业切入金融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分析

 4.3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趋势预测

 4.3.1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优势分析

 4.3.2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面临的问题

 4.3.3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发展趋势分析

 4.3.4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章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规划与建议

 5.1 中国金融行业投融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5.1.1 中国传统金融行业投融资现状与发展趋势

 （1）中国传统金融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2）中国传统金融行业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3）中国传统金融行业融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5.1.2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投融资现状与发展趋势

 （1）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2）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3）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融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5.2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现状与趋势

 5.2.1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的主要方式

 5.2.2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ldquo;跨界投资的投资规模

 5.2.3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重点事件

 5.2.4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前景预测分析

 5.3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的机会与建议

 5.3.1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的市场机会分析



 5.3.2 关于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的投资建议

  

 第六章 中国&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领先企业分析

 6.1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领先企业总体分析

 6.2 &ldquo;房地产+金融&rdquo;跨界投资转型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6.2.1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及跨界投资转型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概述

 （2）企业股本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4）企业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6.2.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及跨界投资转型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概述

 （2）企业股本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4）企业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6.2.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及跨界投资转型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概述

 （2）企业股本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4）企业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6.2.4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及跨界投资转型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概述

 （2）企业股本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4）企业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6.2.5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及跨界投资转型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概述

 （2）企业股本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4）企业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6.2.6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及跨界投资转型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概述



 （2）企业股本结构分析

 （3）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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