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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债券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债券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债券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债券行业的现状、中国债券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债券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债券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债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债券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债券是政府、企业、银行等债务人为筹集资金,按照法定程序发行并向债权人承诺于指定日

期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债券（Bonds / debenture）是一种金融契约，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直接向社会借

债筹借资金时，向投资者发行，同时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

债务凭证。债券的本质是债的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债券购买者或投资者与发行者之间是

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券发行人即债务人，投资者（债券购买者）即债权人。

     在中国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同步蓬勃发展下，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第二大债券市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为97.11万亿元，2010年至2022年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18.76%;未到期债券数量49,431只，2010年至2022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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