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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行业调研与未来前景评估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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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baogao.com)

  

       金融应用软件产品专业性很强，涉及信息技术和金融行业领域。对于行业应用软件及服务

综合方案提供商而言，需要对金融行业和整个应用环境有较深入的了解，并且能为客户在信

息系统建设中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客户对系统自身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要

求很高，企业以往的项目业绩、行业口碑、系统稳定性等诸多因素直接影响客户的选择。因

此，行业经验的积累已成为本行业实质性进入壁垒之一。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行业调研与未来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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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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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您若想对中国金融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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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2013年国内外金融业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金融业基础概述

一、金融业范围界定

二、金融业特性分析

第二节 2013年全球金融业产业探析

一、危机后全球金融业重新布局

二、全球金融业规模将缩小

三、全球金融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全球金融业全面整改和结构调整分析

五、解析全球金融业强权的统治

第三节 2013年中国金融业运行形势分析

一、中国金融业所处发展阶段

二、中国外资金融业现状



三、中国金融业的&ldquo;承道 启新&rdquo; 

四、全球金融发展态势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分析

五、中国金融业当前面临三大挑战与机遇

第二章 2013年中国金融IT技术应用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四、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 2013年中国金融IT技术应用相关政策解读

一、金融产业新政要点解析

二、IT产业新产品、技术应用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3年中国金融IT市场技术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13年中国金融IT技术应用运行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 金融IT技术应用阐述

一、金融IT技术应用的行业特性

二、金融IT技术应用现状

三、金融IT技术应用新领域

第二节 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三节2013年中国金融业IT 市场综述

一、中国金融业IT 市场容量

二、按产品细分的金融业IT 市场状况

三、按地域细分的金融业市场规模及增长率

第四节2013年中国金融业IT 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第四章 2013年中国银行IT 技术市场运行透析

第一节2013年中国银行业信息化应用现状 

一、基础设施 



二、业务系统 

三、信息安全 

四、IT管理

第二节2013年中国银行IT技术应用情况分析

一、中国银行业整体IT 投资状况

二、按产品细分的银行业IT 市场状况

三、按地域细分的银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率

第三节 2013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应用价值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 

二、解决方案评价 

1、核心业务系统 

2、风险管理 

3、商业智能（BI） 

4、电子银行

第四节2013年中国主要银行IT技术应用分析

一、中国工商银行

二、中国银行

三、中国农业银行

四、中国建设银行

五、交通银行

六、中国光大银行

七、招商银行

八、中信实业银行

九、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十、中国民生银行

十一、福建兴业银行

十二、广东发展银行

十三、深圳发展银行

十四、华夏银行

第五章2013年中国证券IT 市场运行探析

第一节 2013年中国证券业IT市场发展综述



一、证券业信息化分析

二、证券业IT建设已成行业发展生命线

三、&ldquo;第三方存管&rdquo;对证券业IT市场的影响分析

四、当前中国证券业IT应用状况分析

第二节2013年中国证券业IT解决方案应用分析

一、解决方案评价指标体系

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应用状况

1、主要用户及其应用情况

2、主力厂商及其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2013年中国证券业IT产品应用情况分析

一、证券业IT产品硬件市场状况分析

1、IT产品硬件市场规模

2、IT产品硬件市场份额情况

二、证券业IT产品软件市场状况分析

三、证券业IT服务规模分析

第四节2013年中国主要企业IT应用市场分析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华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五、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六、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章 2013年中国金融其它细分领域IT技术应用情况

第一节 保险业

一、保险业运营动态分析

二、中国保险业信息化进程

三、中国保险IT应用高峰论坛聚焦

四、中国保险业整体IT 投资状况

五、保险IT业从核心系统开发向服务转型

第二节 租赁业

第三节 信托业



第七章 2013年中国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市场竞争分析及预测

第一节 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一、融业IT服务竞争激烈 

二、IT是金融业最有力的竞争武器

三、IT战略规划构建金融竞争优势

第二节 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市场竞争力评价及策略分析

第八章2013年金融IT技术产品国际主体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IBM

第二节 Microsoft

第三节 SAP

第四节 NetApp

第六节 EMC

第七节 Oracle

第八节 CISCO

第九节 略&hellip;&hellip;

第九章 2013年中国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重点运营商分析

第一节 联想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竞争力分析

三、企业运营状况

四、国际化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章2013年中国金融行业系统集成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2013年金融行业系统集成市场竞争状况

第二节2013年前十大系统银行业集成企业分析

一、北大青鸟

二、南天信息（000948）

三、神州数码

四、中联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五、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

六、高阳科技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七、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0570）

第三节2013年保险行业系统集成企业分析

一、尚洋电子

二、中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章 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发展分析

二、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技术开发方向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竞争格局预测

第十二章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投资商机与风险预警

第一节 2013年中国金融IT市场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3-2017年金融IT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一、规模的发展及投资需求分析

二、总体经济效益判断

三、与产业政策调整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技术风险分析

三、政策和体制风险

四、外资进入现状及对未来市场的威胁

五、金融IT技术应用行业风险总体评价

第四节 专家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200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2008-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图表：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2008-2013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图表：2008-2013年财政收入

图表：2008-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2013年分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亿元）

图表：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图表：2013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图表：南天信息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天信息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南天信息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天信息负债情况图

图表：南天信息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天信息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南天信息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恒生电子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恒生电子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恒生电子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恒生电子负债情况图

图表：恒生电子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恒生电子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恒生电子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2013-2017年中国金融IT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touzi/W91894F83T.html

http://www.abaogao.com/b/touzi/W91894F83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