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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高等学校后勤管理是指高等学校中为教学、科研、师生员工提供物资及生活服务的各项

工作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构成高等学校系统的三大子系统（教学科研系统、思想政治

工作系统和后勤系统）之一，是高等学校的物质保障系统。包括技术后勤管理、图书资料管

理、生活后勤管理、基本建设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有四条原则。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高校后勤物业行业深度分析与战略咨询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高校后勤物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高校后勤物业

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高校后勤物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高校后勤物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高校后勤物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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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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dquo;农校对接&rdquo;主要内容

（四）&ldquo;农校对接&rdquo;冷链物流

第二节中国高校教学用品采购市场分析

一、中国教学用品行业运行分析

二、中国体育用品行业运行分析

三、中国教学用品市场竞争分析

四、中国教学用品采购模式分析

第三节中国高校清洁用品采购市场分析

一、洗涤用品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二、中国洗涤剂生产增长分析

三、中国洗涤用品市场竞争分析

四、中国洗涤剂多元化发展趋势

第四节中国高校安防设备采购市场分析

一、中国安防设备行业发展分析

二、安防视频监控市场规模分析

三、中国安防设备市场竞争分析



四、安防视频监控技术发展趋势

五、安防视频监控行业发展趋势

 

第十二章中国重点地区高校后勤发展分析

第一节北京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北京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北京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北京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北京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北京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二节上海高校后勤物业展分析

一、上海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上海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上海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上海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上海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三节广东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广东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广东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广东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广东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广东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四节辽宁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辽宁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辽宁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辽宁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辽宁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辽宁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五节天津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天津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天津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天津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天津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天津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六节河北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河北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河北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河北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河北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河北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七节山西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山西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山西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山西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山西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山西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八节陕西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陕西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陕西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陕西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陕西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陕西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九节江苏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江苏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江苏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江苏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江苏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江苏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节浙江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浙江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浙江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浙江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浙江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浙江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一节安徽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安徽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安徽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安徽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安徽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安徽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二节福建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福建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福建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福建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福建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福建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三节江西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江西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江西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江西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江西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江西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四节湖北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湖北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湖北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湖北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湖北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湖北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五节湖南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湖南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湖南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湖南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湖南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湖南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六节重庆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重庆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重庆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重庆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重庆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重庆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七节四川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分析

一、四川高校学生规模分析

二、四川高校师资规模分析

三、四川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四、四川高校后勤市场分析

五、四川高校后勤投资机会

 

第十三章中国高校后勤物业主要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中国高校后勤物业主要外包企业

一、山东明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二、天津市立达和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三、珠海市丹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四、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五、浙大新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六、天添高校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七、上海生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中国高校后勤物业餐饮企业

一、安徽大佳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二、杭州中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三、深圳市糖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四、珠海鑫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五、北京三六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中国高校后勤物业节能管理企业

一、黑龙江万方电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二、扬州伟峰电子节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三、广东东松三雄电器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四、长沙大家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五、北京合众科林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六、安徽康特姆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十四章2022-2028年中国高校后勤物业市场前景和投资机会分析

第一节2022-2028年中国高校后勤物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高校后勤改革促进产业升级

二、高校后勤引入ISO9000标准

三、高校物业管理模式发展趋势

（一）社会化和企业化

（二）专业化和规范化

（三）规模化和集团化



四、高校物业管理企业规范创新

（一）资质认证制度

（二）职业资格制度

（三）从业规范制度

第二节2022-2028年中国高校后勤物业市场规模预测

一、高校后勤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二、高校餐饮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三、高校公寓物业市场规模预测

四、高校医疗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2022-2028年中国高校后勤投资机会与风险

一、高校后勤市场开放带来的机遇与风险

二、高校后勤人力资源外包投资机会分析

（一）高校后勤人力资源外包必要性

（二）高校后勤人力资源外包优势

（三）高校后勤人力资源外包风险

三、新医改背景下高校医疗市场投资机会

（一）新为高校医疗机构带来机遇

（二）新的医改方案实施后面临挑战

（三）加强高校医疗机构的自身建设

四、中国高校低碳园林建设投资机会分析

 

第十五章中国高校后勤企业投融资及IPO上市策略指导

第一节高校后勤企业融资渠道与选择分析

一、高校后勤企业融资方法与渠道简析

二、利用股权融资谋划企业发展机遇

三、利用政府杠杆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四、适度债权融资配置自身资本结构

五、关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投资动向

第二节高校后勤企业境内IPO上市目的及条件

一、高校后勤企业境内上市主要目的

二、高校后勤企业上市需满足的条件

（一）企业境内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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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高校后勤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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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高校后勤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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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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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jiaoyupeixun/E17161K21S.html

http://www.abaogao.com/b/jiaoyupeixun/E17161K2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