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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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互

联网+证券投资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证

券投资行业的现状、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

证券投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2019年上半年，全行业投行业务净收入同比增长21.5%至214.6亿元，36家上市券商投行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11%至148.8亿元。IPO规模同比下滑35%至603亿元，债承业务规模同比增长59%

至31271亿元，对冲了股权承销下滑的影响，支撑行业投行业务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虽然券商IPO规模整体下滑，但龙头券商行业领先地位依旧稳固。2019年上半年，中信证券

仍然稳坐投行业务收入第.一的宝座，中信建投、海通、国君、招商、广发、华泰证券自2012

年以来保持投行业务收入在上市券商中排名前10。

     究其原因，盖因龙头券商IPO项目储备丰富，具备领先优势。根据证监会数据，中信建投

排队项目39家位列第.一，广发证券22家紧随其后，数量前十券商以综合实力突出的龙头券商

为主，排队家数占总家数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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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关联产业发展背景

 1）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状况分析

 2）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3）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4）关联产业发展对行业的影响

 1.2.3 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技术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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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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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关于商业模式研究的基本思想介绍

 3.1.1 商业模式的定义及与其他模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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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市场定位创新分析

 3.2.1 中国现代农业行业消费者特征分析

 3.2.2 中国现代农业行业企业主流的市场定位分析

 3.2.3 互联网对现代农业行业市场定位的变革分析

 3.2.4 互联网下现代农业行业市场定位优秀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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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中国现代农业行业企业电商投资前景及运行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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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阿里巴巴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证券投资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证券投资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2.2 百度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互联网+证券投资投资布局

 （4）企业互联网+证券投资产品/服务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6.2.3 腾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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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市场投融资机会及投资建议

 7.1 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投资特性及风险



 7.1.1 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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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互联网+证券投资行业投资主体结构

 （2）各投资主体核心资源分析

 （3）各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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