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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工业地产开发行业深度调研与前景趋势报告

》共十七章。首先介绍了工业地产开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工业地产开发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工业地产开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工业地产开发市场竞争格局。随

后，报告对工业地产开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工业地产开发行业发展趋

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工业地产开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工业地产开发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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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798艺术区的基本概况

二、北京798艺术区的发展定位

三、北京798艺术区的发展模式

四、北京798艺术区的入驻企业

五、北京798艺术区的核心优势

六、北京798艺术区的发展规划



七、北京798艺术区存在的问题

八、北京798艺术区的艺术盛事

 

第十二章中国工业地产新兴业态&mdash;&mdash;总部基地

第一节总部经济概述

一、总部经济的涵盖及意义

二、总部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总部经济的表现特征

四、总部经济的影响分析

第二节总部基地开发模式分析

一、总部基地的投资模式

二、总部基地的盈利模式

三、总部基地的招商模式

四、总部基地的必要条件

第三节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概况分析

一、中国总部经济发展现状

二、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格局

三、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

四、总部基地投资建设案例

 

第十三章工业地产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外资工业地产企业投资分析

一、普洛斯在华投资透析

（一）发展历程

（二）业务模式

（三）战略布局

（四）园区特点

（五）客户定位

（六）开发模式

（七）盈利模式

（八）普洛斯成功的借鉴意义

二、安博置业在华投资透析



（一）公司简介

（二）经营战略

（三）解决方案

（四）选址策略

（五）人才战略

三、嘉民集团在华投资透析

（一）公司简介

（二）业务模式

（三）投资项目

（四）物业服务

（五）发展动态

第二节中国工业地产上市公司经营分析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二、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四、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五、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四章工业地产转型升级模式方向

第一节城市更新模式

一、工业园区更新方向

二、工业园区更新特征

三、深圳城市更新分析

四、城市更新条例分析

第二节工业区升级模式

一、工业区升级模式案例&mdash;&mdash;天安数码城

二、工业区升级模式案例&mdash;&mdash;苏州工业园



三、工业区升级模式案例&mdash;&mdash;日本筑波

四、工业区升级模式案例&mdash;&mdash;台湾新竹

第三节工业办公物业模式

一、工业办公物业的特点

二、工业办公物业操作步骤

三、工业办公物业案例分析

第四节工业园区转型升级模式优劣势比较

 

第十五章2022-2028年中国工业地产业发展新趋势探析

第一节中国工业地产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

一、政府政策的影响

二、市场供求的影响

三、发展模式的影响

四、投资回报的影响

第二节中国工业地产发展趋势预测388

一、工业与工业地产共同高速发展

二、工业地产操作方式将不断创新

三、都市化工业成工业地产发展趋势

四、高新区成未来工业地产发展重点

第三节中国工业地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一、工业园区招商引资环境建设

二、用品牌意识引导工业地产发展

三、以专业化谋工业地产的发展

 

第十六章2022-2028年中国工业地产业投资环境及风险

第一节中国工业地产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中国工业地产投资经济环境分析

二、工业地产投资与影响因素分析

三、中国工业地产融资新渠道分析

第二节中国工业地产投资潜力分析

一、中国工业地产投资价值分析

二、中国工业地产投资回报率分析



三、中国工业地产区域投资热点分析

第三节中国工业地产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扩张风险

四、经营风险

第四节2022-2028年加快中国工业地产投资的建议

 

第十七章中国工业地产投融资及IPO上市策略指导

第一节工业地产境内IPO上市目的及条件

一、工业地产境内上市主要目的

二、工业地产上市需满足的条件

（一）企业境内主板IPO主要条件

（二）企业境内中小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境内创业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改制上市中的关键问题

第二节工业地产IPO上市的相关准备

一、企业该不该上市

二、企业应何时上市

三、企业应何地上市

四、企业上市前准备

（一）企业上市前综合评估

（二）企业的内部规范重组

（三）选择并配合中介机构

（四）应如何选择中介机构

第三节工业地产IPO上市的规划实施

一、上市费用规划和团队组建

二、尽职调查及问题解决方案

三、改制重组需关注重点问题

四、企业上市辅导及注意事项

五、上市申报材料制作及要求

六、网上路演推介及询价发行



第四节企业IPO上市审核工作流程

一、企业IPO上市基本审核流程

二、企业IPO上市具体审核环节

三、与发行审核流程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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