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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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贷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互

联网+消费信贷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消费信贷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消

费信贷行业的现状、中国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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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信贷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消费信贷（consumer credit service）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是商业银行陆续开办的用于自然人

（非法人或组织）个人消费目的（非经营目的）的贷款。个人消费信贷的开办，是国有商业

银行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适应金融体制改革、适应金融国际化发

展趋势的一系列全方位变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它打破了传统的个人与银行单向融资的局限性

，开创了个人与银行相互融资的全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对比小贷公司，拥有更高的合法杠杆率和更广的资金来源是持牌消金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相比持牌系消金公司，小贷公司受限于2.5-5倍杠杆率，其规模扩大必须依靠注册资本金的

持续投入。此外，消费金融公司由银保监局直接监管，在同一监管体系下与银行、信托等合

作相对容易，资金来源更广。2019年监管进一步收紧，P2P公司将在未来几年中被完全取缔而

退出竞争。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业务对比                           －             消费金融公司       

     小额贷款             P2P             对比结果                               审批流程             无需抵押或担保，最快可

在数小时内完成放款             要求较高，流程快捷             审批效取决于产品及金额             消费金

融审批最快                               消费范围             个人消费             不可用于炒股、赌博             无具体要

求             P2P用途最广                               费率比较             利率低于信用卡             利率较高             利

率较高             消费金融费率最低                               适用人群             目标客群较广，包括在校学生

、职场新人等             无限制             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居多             小贷适用人群最广                 

             监管体系             银保监局             金融办             金融办             消费金融与银行、信托处于同

一监管体系，合作更便利                               法定杠杆率             允许以10-12.5倍杠杆率放贷             

只允许2.5-5倍杠杆率             不合法,将在未来几年被完全取缔             持牌消金公司拥有更高的杠

杆率               

    持牌消金公司呈现银行系、产业系、电商系三足鼎立的格局。银行系由银行主导或参与设

立，资金规模大且成本低，风控经验丰富，但在客户体验和场景拓展方面缺乏竞争力；产业



系由零售企业主导设立，在线下场景具备规模优势，获客成本较低，通常选择银行或其他金

融机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电商系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为代表，依托自身庞大的平台

业务所建立起的大数据体系，通过风控、技术的升级，实现业务由赊购向消费信贷（线上/线

下）延伸。

 三大类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对比                           分类             特征             代表公司                               银行

系             资金优势以及丰富的风控经验为其核心竞争力             中银消费金融、北银消费金融四

川锦程消费金融、招联消费金融、兴业消费金融                               产业系             主要由实体企业

资本为主要股东的消费金融公司，利用股东的产业优势资源把握消费第一入口，通过消费场

景的丰富完成&ldquo;消费-分期付-还款&rdquo;的闭环；与股东的业务紧密结合，商业零售类

公司参股的消费金融公司将具备线下综合场景优势。             湖北消费金融、海尔消费金融、

马上消费金融                               电商系             以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为主导的消费金融公司，核

心竞争力在于场景的丰富程度和征信体系的建设             苏宁消费金融、京东金融（暂未发放

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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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金融公司净利润对比（2018、2019H1）

  

 三、消费信贷行业主要企业分析

 四、消费信贷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消费信贷所属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一、消费信贷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二、消费信贷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三、消费信贷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四章 消费信贷行业市场规模与电商未来空间预测

 第一节 消费信贷电商市场规模与渗透率

 一、消费信贷电商总体开展情况

 二、消费信贷电商交易规模分析

 三、消费信贷电商渠道渗透率分析

 第二节 消费信贷电商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消费信贷电子商务发展有利因素

 二、消费信贷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

 三、消费信贷电商行业经营成本分析

 四、消费信贷电商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五、消费信贷电商行业盈利水平分析

 第三节 电商行业未来前景及趋势预测

 一、消费信贷电商行业市场空间测算

 二、消费信贷电商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三、消费信贷电商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五章 消费信贷企业互联网战略体系构建及平台选择

 第一节 消费信贷企业转型电商构建分析

 一、消费信贷电子商务关键环节分析

 （一）产品采购与组织

 （二）电商网站建设

 （三）网站品牌建设及营销



 （四）服务及物流配送体系

 （五）网站增值服务

 二、消费信贷企业电子商务网站构建

 （一）网站域名申请

 （二）网站运行模式

 （三）网站开发规划

 （四）网站需求规划

 第二节 消费信贷企业转型电商发展途径

 一、电商B2B发展模式

 二、电商B2C发展模式

 三、电商C2C发展模式

 四、电商O2O发展模式

 第三节 消费信贷企业转型电商平台选择分析

 一、消费信贷企业电商建设模式

 二、自建商城网店平台

 （一）自建商城概况分析

 （二）自建商城优势分析

 三、借助第三方网购平台

 （一）电商平台的优劣势

 （二）电商平台盈利模式

 四、电商服务外包模式分析

 （一）电商服务外包的优势

 （二）电商服务外包可行性

 （三）电商服务外包前景

 五、消费信贷企业电商平台选择策略

  

 第六章 消费信贷行业电子商务运营模式分析

 第一节 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B模式分析

 一、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B市场概况

 二、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B盈利模式

 三、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B运营模式

 四、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B的供应链



 第二节 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C模式分析

 一、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C市场概况

 二、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C市场规模

 三、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C盈利模式

 四、消费信贷电子商务B2C物流模式

 五、消费信贷电商B2C物流模式选择

 第三节 消费信贷电子商务C2C模式分析

 一、消费信贷电子商务C2C市场概况

 二、消费信贷电子商务C2C盈利模式

 三、消费信贷电子商务C2C信用体系

 四、消费信贷电子商务C2C物流特征

 五、重点C2C电商企业发展分析

 第四节 消费信贷电子商务O2O模式分析

 一、消费信贷电子商务O2O市场概况

 二、消费信贷电子商务O2O优势分析

 三、消费信贷电子商务O2O营销模式

 四、消费信贷电子商务O2O潜在风险

  

 第七章 消费信贷主流网站平台比较及企业入驻选择

 第一节 网站A

 一、网站发展基本概述

 二、网站用户特征分析

 三、网站覆盖人数分析

 四、网站访问次数分析

 五、网站投资策略分析

 第二节 网站B

 一、网站发展基本概述

 二、网站用户特征分析

 三、网站覆盖人数分析

 四、网站访问次数分析

 五、网站投资策略分析

 第三节 网站C



 一、网站发展基本概述

 二、网站用户特征分析

 三、网站覆盖人数分析

 四、网站访问次数分析

 五、网站投资策略分析

 第四节 网站D

 一、网站发展基本概述

 二、网站用户特征分析

 三、网站覆盖人数分析

 四、网站访问次数分析

 五、网站投资策略分析

 第五节 网站E

 一、网站发展基本概述

 二、网站用户特征分析

 三、网站覆盖人数分析

 四、网站访问次数分析

 五、网站投资策略分析

  

 第八章 消费信贷企业进入互联网领域投资趋势分析分析

 第一节 消费信贷企业电子商务市场投资要素

 一、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认知分析

 二、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目标的确定

 三、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认知确定

 四、企业转型电子商务的困境分析

 第二节 消费信贷企业转型电商物流投资分析

 一、消费信贷企业电商自建物流分析

 （一）电商自建物流的优势分析

 （二）电商自建物流的负面影响

 二、消费信贷企业电商外包物流分析

 第三节 消费信贷企业电商市场策略分析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网民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网民各类手机网络应用的使用率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

 图表 2015-2019年我国移动网民规模及增长速度

 图表 移动端网购增长仍处爆发阶段

 图表 移动端网购占比大幅提升

 图表 传统消费信贷消费存在的&ldquo;痛点&rdquo;

 图表 消费信贷电子商务重构供应链流程

 图表 中国电商相关政策汇总

 图表 2015-2019年消费信贷电商交易规模趋势图

 图表 2015-2019年消费信贷电商市场渗透率趋势图

 图表 2021-2027年消费信贷电商交易规模预测趋势图

 图表 2021-2027年消费信贷电商市场渗透率预测趋势图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report/R91894CCZW.html

http://www.bosidata.com/report/R91894CCZ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