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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對「十二五」規劃實施情況進行全面評估；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二中、三中
全會精神，突出改革創新；遠近結合，更加注重以解決長遠問題的辦法來應對當前挑戰，既以五
年為主，銜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目標，又考慮更長時期的遠景發展。科學謀劃「十三
五」發展，立足國情，緊扣國計民生，以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動力，認真研究一批對經濟
發展和結構調整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工程，對推進社會建設、生態環保、改善民生作用顯著的重
大項目，對解決突出矛盾、增進公平效率有力有效的重大政策，為補短板、增後勁、促均衡、上
水平提供支撐。加強科學論證，規劃主要目標任務進行測算，具有嚴肅性；「三個重大」（重大
項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充分論證，列入規劃，逐步實施。

從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到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等一系列的區域規
劃和政策，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區域發展的差距呈現縮小趨勢，特別是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
區用人均GDP來衡量的相對差距已呈現縮小趨勢，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進展。沒有東部沿海地區
的轉型升級就不會有全國的轉型升級，所以它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十三五」規劃將站在「全國
一盤棋」的角度，在堅持原有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政策的基礎上，
更好地發揮東部沿海地區的引領作用。

宇博智業通過對網絡物流行業長期跟蹤監測，分析網絡物流行業需求、供給、經營特性、獲取能
力、產業鏈和價值鏈等多方面的內容，整合行業、市場、企業、用戶等多層面數據和信息資源，
為客戶提供深度的網絡物流行業研究報告，以專業的研究方法幫助客戶深入的了解網絡物流行業
，發現投資價值和投資機會，規避經營風險，提高管理和運營能力。網絡物流行業報告是從事網
絡物流行業投資之前，對網絡物流行業相關各種因素進行具體調查、研究、分析，評估項目可行
性、效果效益程度，提出建設性意見建議對策等，為網絡物流行業投資決策者和主管機關審批的
研究性報告。以闡述對網絡物流行業的理論認識為主要內容，重在研究網絡物流行業本質及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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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認識的研究。網絡物流行業研究報告持續提供高價值服務，是企業了解各行業當前最新發展動
向、把握市場機會、做出正確投資和明確企業發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資料。

第一章 網絡物流行業相關概述

第一節 網絡物流行業定義及分類

一、行業定義

二、行業主要分類

三、行業特性及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第二節 網絡物流行業統計標準

一、統計部門和統計口徑

二、行業主要統計方法介紹

三、行業涵蓋數據種類介紹

第三節 「十二五」中國網絡物流行業經濟指標分析

一、贏利性

二、成長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間

四、進入壁壘／退出機制

五、風險性

六、行業周期

第二章 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規劃概述

第一節 「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回顧

一、「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運行情況

二、「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發展特點

三、「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發展成就

第二節 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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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規劃綱要

二、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規劃指導思想

三、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規劃主要目標

第三節 「十三五」規劃解讀

一、「十三五」規劃的總體戰略布局

二、「十三五」規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三、「十三五」規劃的主要精神解讀

第三章 「十三五」期間經濟環境分析

第一節 「十三五」期間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一、「十三五」期間世界經濟將逐步恢復增長

二、「十三五」期間經濟全球化曲折發展

三、「十三五」期間新能源與節能環保將引領全球產業

四、「十三五」期間跨國投資再趨活躍

五、「十三五」期間氣候變化與能源資源將制約世界經濟

第二節 「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面臨的形勢

一、「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將長期趨好

二、「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將圍繞三個轉變

三、「十三五」期間我國工業產業將全面升級

四、「十三五」期間我國以綠色發展戰略為基調

第三節 「十三五」期間我國對外經濟貿易預測

一、「十三五」期間我國勞動力結構預測

二、「十三五」期間我國貿易形式和利用外資方式預測

三、「十三五」期間我國自主創新結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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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五」期間我國產業體系預測

五、「十三五」期間我國產業競爭力預測

六、「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國家化預測

第四章 網絡物流行業全球發展分析

第一節 全球網絡物流市場總體情況分析

一、全球網絡物流行業的發展特點

二、2014-2018年全球網絡物流市場結構

三、2014-2018年全球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分析

四、2014-2018年全球網絡物流行業競爭格局

五、2014-2018年全球網絡物流市場區域分布

第二節 全球主要國家（地區）市場分析

一、歐洲

1、歐洲網絡物流行業發展概況

2、2014-2018年歐洲網絡物流市場結構

3、「十三五」期間歐洲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前景預測

二、北美

1、北美網絡物流行業發展概況

2、2014-2018年北美網絡物流市場結構

3、「十三五」期間北美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前景預測

三、日本

1、日本網絡物流行業發展概況

2、2014-2018年日本網絡物流市場結構

3、「十三五」期間日本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前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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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總體發展狀況

第一節 網絡物流行業特性分析

第二節 網絡物流產業特徵與行業重要性

第三節 「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分析

一、「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發展態勢分析

二、「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發展特點分析

三、「十三五」區域產業布局與產業轉移

第四節 「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規模情況分析

一、行業單位規模情況分析

二、行業人員規模狀況分析

三、行業資產規模狀況分析

四、行業市場規模狀況分析

第五節 「十二五」網絡物流行業財務能力分析

一、行業盈利能力分析與預測

二、行業償債能力分析與預測

三、行業營運能力分析與預測

四、行業發展能力分析與預測

第六章 中國網絡物流市場規模分析

第一節 「十二五」中國網絡物流市場規模分析

第二節 「十二五」我國網絡物流區域結構分析

第三節 「十二五」中國網絡物流區域市場規模

一、「十二五」東北地區市場規模分析

二、「十二五」華北地區市場規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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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五」華東地區市場規模分析

四、「十二五」華中地區市場規模分析

五、「十二五」華南地區市場規模分析

六、「十二五」西部地區市場規模分析

第七章 我國網絡物流行業運行分析

第一節 我國網絡物流行業發展狀況分析

一、我國網絡物流行業發展階段

二、我國網絡物流行業發展總體概況

三、我國網絡物流行業發展特點分析

四、我國網絡物流行業商業模式分析

第二節 2014-2018年網絡物流行業發展現狀

一、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行業市場規模

二、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行業發展分析

三、2014-2018年中國網絡物流企業發展分析

第三節 2014-2018年網絡物流市場情況分析

一、2014-2018年中國網絡物流市場總體概況

二、2014-2018年中國網絡物流市場發展分析

第四節 我國網絡物流市場價格走勢分析

一、網絡物流市場定價機制組成

二、網絡物流市場價格影響因素

三、2014-2018年網絡物流價格走勢分析

四、「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價格走勢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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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十三五」期間我國網絡物流市場供需形勢分析

第一節 我國網絡物流市場供需分析

一、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行業供給情況

1、我國網絡物流行業供給分析

2、重點企業供給及占有份額

二、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行業需求情況

1、網絡物流行業需求市場

2、網絡物流行業客戶結構

3、網絡物流行業需求的地區差異

三、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行業供需平衡分析

第二節 網絡物流產品（服務）市場應用及需求預測

一、網絡物流產品（服務）應用市場總體需求分析

1、網絡物流產品（服務）應用市場需求特徵

2、網絡物流產品（服務）應用市場需求總規模

二、「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領域需求量預測

1、「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領域需求產品（服務）功能預測

2、「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領域需求產品（服務）市場格局預測

三、重點行業網絡物流產品（服務）需求分析預測

第九章 「十三五」網絡物流行業產業結構調整分析

第一節 網絡物流產業結構分析

一、市場細分充分程度分析

二、各細分市場領先企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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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細分市場占總市場的結構比例

四、領先企業的結構分析（所有制結構）

第二節 產業價值鏈條的結構分析及產業鏈條的整體競爭優勢分析

一、產業價值鏈條的構成

二、產業鏈條的競爭優勢與劣勢分析

第三節 「十三五」產業結構發展預測

一、產業結構調整指導政策分析

二、產業結構調整中消費者需求的引導因素

三、中國網絡物流行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市場定位

四、「十三五」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分析

第十章 網絡物流行業競爭力優勢分析

第一節 網絡物流行業競爭力優勢分析

一、行業地位分析

二、行業整體競爭力評價

三、行業競爭力評價結果分析

四、競爭優勢評價及構建建議

第二節 中國網絡物流行業競爭力分析

一、我國網絡物流行業競爭力剖析

二、我國網絡物流企業市場競爭的優勢

第三節 網絡物流行業SWOT分析

一、網絡物流行業優勢分析

二、網絡物流行業劣勢分析

三、網絡物流行業機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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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絡物流行業威脅分析

第十一章 「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市場競爭策略分析

第一節 行業總體市場競爭狀況分析

一、網絡物流行業競爭結構分析

1、現有企業間競爭

2、潛在進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脅分析

4、供應商議價能力

5、客戶議價能力

6、競爭結構特點總結

二、網絡物流行業企業間競爭格局分析

三、網絡物流行業集中度分析

1、市場集中度分析

2、區域集中度分析

3、各子行業集中度

4、集中度變化趨勢

第二節 中國網絡物流行業競爭格局綜述

一、網絡物流行業競爭概況

1、中國網絡物流行業品牌競爭格局

2、網絡物流業未來競爭格局和特點

3、網絡物流市場進入及競爭對手分析

二、網絡物流行業主要企業競爭力分析

1、重點企業資產總計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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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點企業從業人員對比分析

3、重點企業營業收入對比分析

4、重點企業利潤總額對比分析

5、重點企業綜合競爭力對比分析

第三節 2014-2018年網絡物流行業競爭格局分析

一、2014-2018年國內外網絡物流競爭分析

二、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市場競爭分析

三、2014-2018年我國網絡物流市場集中度分析

四、2014-2018年國內主要網絡物流企業動向

五、2014-2018年國內網絡物流企業項目分析

第四節 網絡物流企業競爭策略分析

一、提高網絡物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對策

二、影響網絡物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徑

三、提高網絡物流企業競爭力的策略

第十二章 「十三五」網絡物流行業重點企業發展形勢分析

第一節 企業一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優劣勢分析

三、「十二五」經營狀況分析

四、「十二五」主要經營數據指標

五、「十三五」期間發展戰略規劃

第二節 企業二

一、企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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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優劣勢分析

三、「十二五」經營狀況分析

四、「十二五」主要經營數據指標

五、「十三五」期間發展戰略規劃

第三節 企業三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優劣勢分析

三、「十二五」經營狀況分析

四、「十二五」主要經營數據指標

五、「十三五」期間發展戰略規劃

第四節 企業四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優劣勢分析

三、「十二五」經營狀況分析

四、「十二五」主要經營數據指標

五、「十三五」期間發展戰略規劃

第五節 企業五

一、企業概況

二、企業優劣勢分析

三、「十二五」經營狀況分析

四、「十二五」主要經營數據指標

五、「十三五」期間發展戰略規劃

六、「十三五」期間公司發展戰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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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投資前景展望

第一節 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投資機會分析

一、網絡物流投資項目分析

二、可以投資的網絡物流模式

三、「十三五」網絡物流投資機會

第二節 「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發展預測分析

一、「十三五」網絡物流發展分析

二、「十三五」網絡物流行業技術開發方向

三、總體行業「十三五」整體規劃及預測

第三節 未來市場發展趨勢

一、產業集中度趨勢分析

二、「十三五」行業發展趨勢

第四節 「十三五」規劃將為網絡物流行業找到新的增長點

第十四章 「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發展趨勢及投資風險分析

第一節 「十二五」網絡物流存在的問題

第二節 「十三五」發展預測分析

一、「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發展方向分析

二、「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發展規模預測

三、「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發展趨勢預測

第三節 「十三五」期間網絡物流行業投資風險分析

一、競爭風險分析

二、市場風險分析

三、管理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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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風險分析

第十五章 研究結論及投資建議

第一節 網絡物流行業研究結論及建議

第二節 網絡物流子行業研究結論及建議

第三節 宇博智業網絡物流行業「十三五」投資建議

一、行業發展策略建議

二、行業投資方向建議

三、行業投資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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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博智業業務：細分行業市場研究  可行性研究報告  園區規劃  產業規劃  IPO諮詢  
行業監測研究  商業計劃書 

  宇博智業實力：如何鑑別一家研究機構的實力？  為什麼選擇宇博智業？  
宇博智業們的客戶案例  我們的售後服務

  

報告大廳簡介

報告大廳(http://www.chinabgao.com/)成立於2002年10月，是由宇博智業機構開通並運營的一
家大型專業化市場研究網站，提供針對企業用戶的各類信息，如深度研究報告、市場調查、統計
數據等。為了滿足企業對原始數據的需求，也為了能給企業提供更為全面和客觀的研究報告，報
告大廳與國內各大數據源（包括政府機構、行業協會、圖書館、信息中心等權威機構）建立起戰
略合作關係。經過多年的努力，報告大廳與國內100多家最優質研究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推出超過50000份有價值的研究報告，報告大廳目標是打造一個真正的一站式服務的多用戶報告
平台。報告大廳匯聚全國各大市場研究信息生產商的研究成果，正是依託獨有的資源優勢，為客
戶提供最準確、最及時、最權威、最專業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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