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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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房地产+众创空间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房地产+众创空间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房地产+众创空间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房地

产+众创空间行业的现状、中国房地产+众创空间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房地产+众创空间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房地产+众创空间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房

地产+众创空间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房地产+众创空间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众创空间，即创新型孵化器。&ldquo;众&rdquo;是主体，&ldquo;创&rdquo;是内容，&ldquo;

空间&rdquo;是载体。是顺应创新2.0时代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大众创新趋势，把

握全球创客浪潮兴起的机遇，根据互联网及其应用深入发展、知识社会创新2.0环境下的创新

创业特点和需求，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构建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

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统称。 

 发展众创空间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有效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应用

创新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利条件，着力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实现创

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间、

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房地产+众创空间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1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累计值达72179.07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15%。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亿元)  

72179.07   54318.08   40239.76   27575.82   13985.87  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1518.321.625.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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