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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相关报告：智研数据研究中心 (www.abaogao.com)

  

       2009-2011年的3年间，中国债券市场发行量分别为86475亿元、95088亿元和69625亿元。其

中2009和2010年分别比2008年多增了15748和24361亿元(2011年发行规模减少，主要是央票发行

量快速缩减所致)。其中非金融企业发债(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数量分别

为15749亿元、15293亿元和15333亿元，均比2008年增长80％以上。在自律管理模式下，我国

相继推出了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美元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

资券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创新产品，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据

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我国债券市场已经连续几年保持世界第五、亚洲第二的地位。

       数据显示，目前已公布年报的1324家上市公司2011年合计营业收入为17.47万亿元，净利润

收入为1.7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76%和13.66%，而2010年这些公司合计营收增速和净利润

增速分别达到了35.43%和39.82%。与A股整体业绩下滑不同，银行业在2011年依然保持了强劲

的增长势头。截至3月底，除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和宁波银行外，其余12家上市银

行均已公布了2011年年报，这12家银行2011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5万亿元，占1324家上市公

司营业总收入的12.32%；实现净利润8489亿元，即平均每天进账23.26亿元，占比更是达到

了48.79%。

       对于保险行业而言，2011年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截至3月底，A股四大上市保险企业2011

年年报悉数亮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9014.46亿元，同比增长9.61%；实现净利润522.66亿元，

同比下降16.59%，同比增速较2010年分别下降了13.53和25.28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中国平安

表现最好，营业收入、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分别增长了31.4%、25.89%和12.5%，而中

国人寿这三项数据则分别下降了0.87%、45.31%和45.49%。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金融市场监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金融行

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

对中国金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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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