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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银行信贷业务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银

行信贷业务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银行信贷业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银行信贷业务行业

的现状、中国银行信贷业务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银行信贷业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银行信贷业务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银行信贷业务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银行信贷业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信贷业务又称为信贷资产或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通过放款收回本金

和利息，扣除成本后获得利润，所以信贷是商业银行的主要赢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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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营家具制造企业盈利能力    

 第十五节造纸业    

 一、造纸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造纸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造纸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造纸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造纸企业盈利能力    

 第十六节机床制造业    

 一、机床制造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机床制造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机床制造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机床制造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机床制造企业盈利能力    

 第十七节橡胶行业        

 一、橡胶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橡胶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橡胶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橡胶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橡胶企业盈利能力    

 第十八节塑料行业        

 一、塑料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塑料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塑料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塑料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塑料企业盈利能力    

 第十九节水泥行业        

 一、水泥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水泥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水泥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水泥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水泥企业盈利能力    

 第二十节玻璃制品行业        

 一、玻璃制品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玻璃制品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玻璃制品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玻璃制品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玻璃制品企业盈利能力    

 第二十一节农药行业    

 一、农药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农药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农药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农药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农药企业盈利能力    

 第二十二节肥料行业    

 一、肥料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肥料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肥料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肥料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肥料企业盈利能力    

 第二十三节烟酒饮料行业    

 一、烟酒饮料所属行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烟酒饮料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烟酒饮料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烟酒饮料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烟酒饮料企业盈利能力    

 第二十四节仪器仪表制造业        

 一、仪器仪表制造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仪器仪表制造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仪器仪表制造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仪器仪表制造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仪器仪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    

 第二十五节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一、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经济运行概况    

 二、民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一）民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经营效益    

 （二）民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偿债能力    

 （三）民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盈利能力    

  

 第八章 中国传统行业银行信贷投向分析     

 第一节汽车行业    

 一、汽车行业景气度分析    

 二、汽车所属行业产销规模分析        

 三、汽车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四、汽车行业信贷政策分析        

 五、汽车行业资金需求前景        

 六、汽车行业银行授信建议        

 第二节钢铁行业    

 一、钢铁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钢铁行业生产规模分析        

 三、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四、钢铁行业信贷政策分析        

 五、钢铁行业资金需求前景        

 六、钢铁行业银行授信建议        

 第三节化工行业    

 一、化工行业景气度分析    

 二、化工行业生产规模分析



 三、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四、化工行业信贷政策分析        

 五、化工行业资金需求前景        

 六、化工行业银行授信建议        

 第四节建筑行业    

 一、建筑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二、建筑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三、建筑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四、建筑行业信贷政策分析        

 五、建筑行业资金需求前景        

 六、建筑行业银行授信建议        

 第五节交通运输    

 一、交通运输业运行概况分析    

 二、交通运输业建设规模分析    

 三、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    

 四、交通运输业信贷政策分析    

 五、交通运输业资金需求前景    

 六、交通运输业银行授信建议    

  

 第九章 典型行业银行信贷分析      

 第一节节能环保信贷分析    

 一、节能环保行业发展概况        

 二、节能环保规划发展目标        

 三、节能环保重点投资方向        

 四、节能环保行业信贷政策        

 五、节能环保行业授信建议        

 第二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信贷分析    

 一、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发展概况        

 二、高端装备制造规划发展目标        

 三、高端装备制造重点投资方向        

 四、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信贷政策        

 五、高端装备制造行业授信建议        



 第三节新能源产业信贷分析        

 一、新能源行业发展概况    

 二、新能源规划发展目标    

 三、新能源重点投资方向    

 四、新能源行业信贷政策    

 五、新能源行业授信建议    

 第四节新材料信贷分析        

 一、新材料行业发展概况    

 二、新材料规划发展目标    

 三、新材料重点投资方向    

 四、新材料行业信贷政策    

 五、新材料行业授信建议    

 第五节新能源汽车产业信贷分析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目标    

 三、新能源汽车重点投资方向    

 四、新能源汽车产业信贷政策    

 五、新能源汽车产业授信建议    

 第六节三网融合产业    

 一、三网融合产业发展概况        

 二、三网融合规划发展目标        

 三、三网融合重点投资方向        

 四、三网融合产业信贷政策        

 五、三网融合产业授信建议        

  

 第十章 中国服务业银行信贷投向分析 

 第一节批发零售业        

 一、批发零售业发展概况    

 二、批发零售业营业收入    

 三、批发零售业重点企业    

 四、批发零售业授信建议    

 第二节住宿餐饮业        



 一、住宿餐饮业发展概况    

 二、住宿餐饮业营业收入    

 三、住宿餐饮业重点企业    

 四、住宿餐饮业授信建议    

 第三节物流仓储业        

 一、物流仓储业发展概况    

 二、物流仓储业运行情况    

 三、物流仓储业重点企业    

 四、物流仓储业授信建议

 第四节文化传媒业        

 一、文化传媒业发展概况    

 二、文化传媒业运营情况    

 三、文化传媒业重点企业    

 四、文化传媒业授信建议    

  

 第十一章 中国各省市银行信贷投向选择分析    

 第一节北京市        

 一、北京市产业结构向导    

 二、北京市产业集群分析    

 三、北京市银行信贷投向

 四、北京市重点企业名录    

 第二节上海市        

 一、上海市产业结构导向    

 二、上海市重点产业集群    

 三、上海市银行信贷投向    

 四、上海市重点企业名录    

 第三节广东省        

 一、广东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广东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广东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广东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四节江苏省        



 一、江苏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江苏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江苏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江苏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五节浙江省        

 一、浙江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浙江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浙江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六节山东省        

 一、山东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山东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山东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山东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七节河南省        

 一、河南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河南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河南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河南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八节河北省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河北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河北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河北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九节辽宁省        

 一、辽宁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辽宁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辽宁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辽宁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十节四川省        

 一、四川省产业结构导向    

 二、四川省重点产业集群    



 三、四川省银行信贷投向    

 四、四川省重点企业名录    

  

 第十二章 典型银行机构信贷分析 

 第一节国有商业银行    

 一、工商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二、建设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三、农业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四、中国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第二节股份制商业银行        

 一、平安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二、中信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三、广发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第三节城市/农村商业银行  

 一、南京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二、宁波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三、广州农商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四、成都农商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结构    

 （三）银行信贷业务质量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点    

 （五）银行信贷业务优势    

 （六）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第四节外资银行    

 一、渣打银行        

 （一）银行在华业务布局    

 （二）银行在华信贷特色业务    

 （三）银行在华信贷业务规模    

 （四）银行在华信贷业务优势    

 二、汇丰银行        

 （一）银行在华业务布局    

 （二）银行在华信贷业务分类    

 （三）银行在华信贷业务规模    

 （四）银行在华信贷业务规划    

 三、花旗银行        

 （一）银行在华业务布局    

 （二）银行在华信贷业务分类    

 （三）银行在华信贷业务规模    

 （四）银行在华信贷业务规划    



 第五节政策性银行        

 一、国家开发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二）银行信贷业务行业投向    

 （三）银行信贷业务区域投向    

 （四）银行信贷业务特色产业投向    

 二、中国进出口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分析    

 （二）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三）银行信贷业务分布    

 （四）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一）银行信贷业务分析    

 （二）银行信贷业务规模    

 （三）银行信贷业务分布    

 （四）银行信贷业务规划    

  

 第十三章 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控 

 第一节银行信贷风险现状简析    

 一、商业银行信贷资产主要风险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原因        

 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具体类型分析        

 （一）集团客户信贷风险管理    

 （二）联贷联保风险管理    

 （三）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管理    

 （四）项目建设贷款风险管理    

 （五）供应链金融信贷风险管理        

 （六）商业银行担保圈风险管理        

 第二节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财务分析技术    

 一、政策层面上的财务分析        

 （一）《流贷管理办法》中的财务分析因素      

 （二）银监会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测算参考    



 （三）流贷资金贷款需求量测算参考的缺陷    

 二、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测算    

 （一）流动资金贷款需求量的测算参考分析    

 （二）流动资金合理占用额与贷款需求额测定        

 （三）中小企业流动贷款资金需求测算方法    

 三、财务报表监控与信贷业务管理    

 （一）会计分析与财务分析的联系区别    

 （二）会计分析与财务分析的应用比较    

 四、财务分析技术与银行授信策略    

 （一）基本面分析        

 （二）比率分析

 （三）比率分析的局限性    

 （四）财务报表间的勾稽关系    

 五、银行信贷中的财务分析技术        

 （一）财务分析的准备工作        

 （二）财务分析的侧重点    

 （三）银行授信审计中的关注点        

 （四）基于财务分析的银行授信案例        

 第三节不良资产处置全程风险管理    

 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分析        

 （一）当前银行业不良资产状况        

 （二）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情况        

 （三）不良资产处置制约因素及难点        

 （四）不良资产形成的潜在原因分析        

 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模式和策略        

 （一）国外对不良贷款的处置模式    

 （二）国内对不良贷款的处置模式    

 （三）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策略选择        

 三、商业不良资产处置的项目流程    

 （一）不良资产经营管理战略目标    

 （二）不良资产处置的多维分类        

 （三）不良资产处置的尽职调查        



 （四）不良资产处置的评估方法与原则    

 （五）综合分析处置方式的选择        

 四、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创新路径选择    

 （一）组合资产打包处置    

 （二）与地方政府合作处置        

 （三）采用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        

 （四）利用重组并购方式处置    

 （五）其他处置方式分析    

  

 第十四章 银行信贷业务投资策略 

 第一节银行信贷业务趋势预测分析    

 一、企业信贷需求预测        

 二、市场货币供应量预测    

 三、银行信贷余额预测        

 第二节银行差别化信贷策略分析        

 一、行业差别化信贷策略    

 二、客户差别化信贷策略    

 三、产品差别化信贷策略    

 四、区域差别化信贷策略     

 第三节银行信贷行业投向机遇    

 一、资金投入充足行业的信贷机遇    

 二、行业集中度上升的信贷机遇        

 三、中小企业迅速增长的信贷机遇    

 四、高端优质客户进入不足的信贷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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