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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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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

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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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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体检服务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前景趋势预测

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体检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体检服务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体检服务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体检服务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体

检服务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体检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体检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检服务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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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概念

二、体检机构的分类

三、体检方式分类

四、各类体检机构的特点及优势

第二节 体检行业发展模式

一、体检行业转变服务理念分析

二、民营体检商业模式分析

三、管理式健康体检模式

第三节 体检市场特征分析

一、国内体检市场发展特征

二、专业体检发展优势

三、健康体检发展的机遇

四、促进健康体检的健康发展

 



第二章 2019年中国医疗事业运行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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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一、健康消费产业及其特点

二、我国健康体检市场消费需求潜力

三、健康体检的消费形式

四、我国人口学特征与健康体检消费需求

第二节 2019年中国体检市场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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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体检行业政策法规及新技术应用

四、我国健康体检产业发展走向

第三节 2019年中国休闲体检行业市场分析

一、休闲体检的概念

二、休闲体检的健康理念

三、休闲体检的全新模式

四、休闲体检的基本特色

五、休闲体检的主要功能

六、休闲体检的健康意义

七、休闲体检市场需求的分析

八、休闲体检前景分析

 

第六章 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营销模式及客户策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体检行业顾问式营销模式分析

一、顾问式销售

二、销售理念

三、销售顾问的基本要求

四、体检在民营医疗生存发展中作用

第二节 健康体检学科客户关系管理（CRM）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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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化管理体检客户档案

三、完善体检后续服务流程

 

第七章 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消费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体检消费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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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锡健康消费前景分析

第三节 2019年体检客户异常结果统计分析

一、体检客户的性别统计

二、体检客户的年龄分布情况

三、乙型肝炎病毒检测情况

四、2019年客户体检查出的主要疾病及人数

五、2019年男性客户体检出的主要疾病及人数

六、2019年女性客户体检出的主要疾病及人数

七、2019年客户疾病分析



 

第二篇 体检产业竞争篇

第八章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一、保险公司进军健康体检行业

二、体检行业准入门槛提高，市场面临新一轮洗牌

三、公立医院体检中心市场竞争力SWOT分析

四、民营体检机构市场竞争力SWOT分析

第二节 2019年政策对地方体检行业竞争影响

一、杭州体检市场利益争夺分析

二、武汉体检机构或将洗牌

三、石家庄体检产业竞争分析

四、北京体检市场将重新洗牌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体检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九章 2019年中国体检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体检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健全政策规范行业

二、严格准入冲破壁垒

三、加强宣传激活消费

四、医检分离完善服务

五、医疗保险分担费用

第二节 2019年中国团体性体检客户市场开发策略

一、团体性客户分析

二、团体性客户开发流程

第三节2019年中国第三方客户市场开发策略

一、团体性客户市场分析

二、第三方客户开发流程

 

第十章 中国主要体检重点机构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慈铭健康体检机构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经营模式分析

三、慈铭健康体检对外合作战略

四、公司动向

第二节 爱康国宾医疗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经营模式

三、公司动态

四、公司发展问题及对策

第三节 瑞新医疗中心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经营战略分析

第四节 德立普体检机构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服务特色

三、公司竞争优势

第五节 和睦家医药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定位高端医疗市场

三、公司发展动向

 

第三篇 体检产业前景篇

第十一章 2022-2028年中国体检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22-2028年体检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健康体检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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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体检发展的趋势

四、体检行业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五、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产业前景

六、2019年国内健康体检产业规模预测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体检市场趋势分析

一、健康体检市场模式发展趋势

二、心理体检成为趋势



三、国家将为1.1亿老人体检计划启动

四、中国健康体检产业网络营销新趋势

五、自费体检的流行化趋势

 

第十二章 2022-2028年中国体检行业企业发展建议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体检行业市场定位

一、市场定位概念

二、健康服务发展分析

第二节 第三方健康服务分析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与信息支撑体系建设

一、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定义

二、《健康体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V2.5》

第四节 客群管理与健康检查服务

一、社会老龄化

二、顾客关系管理

三、医院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功能划分

1、客户服务管理中心职能

2、指令执行反馈站职能

四、健检部门执行顾客关系管理之架构

五、顾客关系管理之运用

六、结论

 

第四篇 行业投资分析

第十三章 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一节 健康管理的盈利模式分析

一、健康管理以健康体检市场为主的赢利模式

二、健康管理以网络服务为主的赢利模式

三、健康管理以健康评估为主的赢利模式

四、健康管理以健康咨询为主的赢利模式

五、健康管理以康复管理为主的赢利模式

六、健康管理以社区卫生中心常见病慢性病管理为主的赢利模式

七、健康管理以养老院为主的赢利模式



八、健康管理以发展就医服务为主的赢利模式

九、健康管理以保健品销售为主的赢利模式

第二节 2019年中国体检投资项目分析

一、项目前景

二、项目优势

三、项目投资

四、项目回报

 

第十四章 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体检业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健康体检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间接促进居民体检率上升

第二节 政策法规环境分析

一、2019年地方体检市场规范法规

二、2019年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

三、医疗医学向预防医学转变

四、首部《健康体检服务管理办法》起草完成

第三节 2019年中国体检业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亚健康人群数量庞大，健康体检需求强烈

二、城镇居民健康意识提高，健康体检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三、政府、企业将体检作为对职工实施&ldquo;人文关怀&rdquo;的新着力点

四、&ldquo;过劳死&rdquo;频频发生，在全社会敲响了健康警钟

第四节2019年中国体检行业发展技术环境分析

一、临床实践指南为健康评估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促进个性化健康体检及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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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体检业投资特性（）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体检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健康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朝阳产业需借力资本

二、风险投资瞄准&ldquo;创业&rdquo;与&ldquo;创新&rdquo;型项目

三、健康产业风险投资前景

第四节 影响体检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中国健康管理的市场分析

二、我国健康体检市场中的健康管理

三、保健品服务营销中的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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