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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情报网全新发布的《2015-

2020年中国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态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

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海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国

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

研资料，由中商情报网的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

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次，对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

了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并分析相关经营财务数据。

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报告是行业生



产、贸易、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

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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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网络安全行业风投分析

第一章 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网络安全行业定义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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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为有偿提供给购买报告的客户使用。未获得中商智业公司书面授权，任何网站或媒体不得转载或引

用，否则中商智业公司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订阅研究报告，请直接联系本网站，以便获得全

程优质完善服务。中商智业公司是中国拥有研究人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咨询研究机

构，公司每天都会接受媒体采访及发布大量产业经济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诚意向您推荐一种“鉴别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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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三、行业特性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网络安全行业统计标准

一、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

二、行业主要统计方法介绍

三、行业涵盖数据种类介绍

第三节 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八、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四节 网络安全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分析

五、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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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 国际风险投资分析

第一节 国外风险投资市场分析

一、国外风险投资市场发展概况

二、走向全球投资新时代的风险防范

三、2012-2014年全球风险投资情况分析

四、2012-2014年全球风险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美国风险投资分析

一、美国风险投资的特点

二、2012-2014年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现状

三、2012-2014年美国投资分析

第三节 欧洲风险投资分析

一、欧洲风险投资的特点

二、2012-2014年欧洲风险投资基金现状

三、2012-2014年欧洲投资分析

第四节 日韩风险投资分析

一、日韩风险投资的特点

二、2012-2014年日韩风险投资基金现状

三、2012-2014年日韩投资分析

第五节 风险投资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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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分析

第一节 2012-2014年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特点

一、VC/PE平均融资额走高

二、平均单个项目投资强度大幅提高

三、VC/PE背景企业上市数量和融资规模萎缩

第二节 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分析

一、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项目数统计

二、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风投项目投资额统计

三、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风投项目推出情况分析

第三节 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形势分析

一、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投资发展前景

二、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投资发展焦点

三、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投资发展弊端

四、2012-2014年网络安全企业投资发展态势

五、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投资形势预测

第二部分 风投行业发展分析

第四章 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特征

第一节 风险投资定义及机构分类

一、风险投资的定义

二、风险投资机构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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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

1、高风险性

2、高收益性

3、低流动性

4、风险投资大都投向高技术领域

5、风险投资具有很强的参与性

6、风险投资有其明显的周期性

第二节 风险投资的发展要素分析

一、风险投资的六要素

二、风险投资的四个阶段

三、发展风险投资需具备的条件

第三节 风险投资基金的介绍

一、风险投资基金的作用及发行方法

二、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

四、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的融投资效率分析

第五章 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2-2014年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分析

一、2012-2014年创投行业景气分析

二、2012-2014年二三线市场投资风险发展分析

三、风险投资青睐的企业分析



四、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管理分析

第二节 2012-2014年中国市场创业投资研究

一、2012-2014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发展态势

二、2012-2014年中国创投市场新募分析

三、2012-2014年中国创投市场表现分析

四、2012-2014年中国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市场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国天使投资发展情况分析

一、天使投资行业发展概况

二、天使投资的特点

三、发达国家的天使投资

四、中国天使投资业的发展

第四节 风险投资存在主要问题及发展对策

第六章 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研究分析

第一节 2012-2014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规模分析

一、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量和投资金额分析

二、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单笔投资金额分布

三、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量分析

第二节 2012-2014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投资行业分析

一、市场投资规模分析

二、热点行业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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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热点细分行业投资分析

四、投资阶段分析

五、投资轮次

六、投资地区

七、中外资投资

第三节 2012-2014年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募资研究

一、2012-2014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规模分析

二、2012-2014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类型分析

三、2012-2014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行业分析

四、2012-2014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阶段分析

五、2012-2014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地区分析

六、2012-2014年中国投资市场基金募集币种分析

第三部分 网络安全行业投资机会

第七章 网络安全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网络安全行业发展阶段

二、网络安全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三、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网络安全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现状

一、网络安全市场规模及成长性分析



二、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2-2014年网络安全企业发展分析

四、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需求情况

1、网络安全行业需求市场

2、网络安全行业客户结构

3、网络安全行业需求的地区差异

五、2012-2014年网络安全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三节 网络安全行业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一、网络安全行业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二、网络安全行业细分结构特征分析

三、网络安全行业细分市场发展概况

四、网络安全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趋势

第八章 2014-2018年网络安全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网络安全市场发展前景

一、2014-2018年网络安全市场发展潜力

二、2014-2018年网络安全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三、2014-2018年网络安全细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4-2018年网络安全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发展趋势

二、2014-2018年网络安全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14-2018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九章 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竞争形势分析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网络安全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二、网络安全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1、不同地域企业竞争格局

2、不同规模企业竞争格局

3、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格局



三、网络安全行业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

2、企业集中度分析

3、区域集中度分析

4、各子行业集中度

5、集中度变化趋势

四、网络安全行业SWOT分析

1、网络安全行业优势分析

2、网络安全行业劣势分析

3、网络安全行业机会分析

4、网络安全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网络安全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网络安全行业竞争概况

1、网络安全行业竞争格局

2、网络安全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网络安全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二、网络安全行业竞争力分析

1、网络安全行业竞争力剖析

2、网络安全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网络安全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三、网络安全（服务）竞争力优势分析

1、整体竞争力评价



2、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3、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第十章 网络安全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网络安全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一、网络安全企业主要类型

二、网络安全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三、网络安全企业创新及品牌建设

四、网络安全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五、2012年网络安全行业企业排名分析

第二节 网络安全重点公司主要竞争力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二、偿债能力分析

三、营运能力分析

四、成长能力分析

五、现金流量分析

第四部分 行业运作模式分析

第十一章 网络安全行业风投的融资渠道分析

第一节 融资部分来源介绍

一、创业投资基金

二、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



三、投资银行

四、企业附属投资机构

五、政府贷款

六、私人投资者

第二节 风险投资的融资渠道分析

一、国外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渠道

二、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现状

三、发展“官助民办”式的风险投资目标模式

四、培育多元化的风险投资民间投资主体

第十二章 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运作分析

第一节 风险投资机构的运作分析

一、风险投资及风险投资机构

二、风险投资机构的特点

三、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准则

四、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策略

五、风险投资机构的运作过程

六、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机制

第二节 风险投资财务运作分析

一、风险资本筹集

二、风险投资决策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10/172025xmh7.shtml


三、风险投资管理

四、风险投资退出

第十三章 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第一节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发展分析

一、退出机制在风险投资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

三、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建立

第二节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现实途径分析

一、买壳或借壳上市

二、设立和发展柜台交易市场和地区性股权转让市场

三、在国外二板市场或香港创业板上市

四、企业并购与企业回购

五、清算退出

第三节 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

一、风险投资最佳退出路径

二、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之出售

三、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之IPO

四、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并购模式探析

五、风险投资退出之股权转让产权交易

六、风险投资退出之管理层回购

七、风险投资退出之清盘



八、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合理选择

第五部分 行业投资融资策略

第十四章 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4-2018年VC市场前景

一、2012-2014年VC生产和消费需求预测

二、2012-2014年中国VC/PE市场十大预测

三、2014-2018年风投资本市场预期情况

四、2014-2018年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变

第二节 2014-2018年年中国风投发展趋势

一、2014-2018年风险投资发展预测

二、2014-2018年风险投资热点预测

三、2014-2018年风险投资形势预测

第三节 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趋势分析

一、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前景分析

二、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方向预测

三、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风险投资退出趋势

第十五章 2014-2018年网络安全行业投资风险提示

第一节 网络安全风险评级模型

一、行业定位

二、宏观环境



三、财务状况

四、需求空间

五、供给约束

六、行业风险评级的结论

第二节 针对网络安全不同企业的投资建议

一、网络安全总体投资建议

二、大型企业投资建议

三、中小型企业投资建议

第三节 网络安全投资风险提示

一、行业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金融风险

四、政策风险

五、技术风险

六、其他风险

第十六章 研究结论及投融资建议

第一节 网络安全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网络安全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 网络安全企业投融资建议

一、企业发展策略建议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134.html


二、企业融资策略建议

三、风险投资策略建议

访问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

报告在线阅读：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08/29/141534fxy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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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机构

公司介绍

http://www.askci.com/
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08/29/141534fxy9.shtml
http://zszy.askci.com/media/menhuyinyong.shtml
http://zszy.askci.com/mtyy/
http://zszy.askci.com/media/zhaogushuoming.shtml
http://zszy.askci.com/media/sousuoyinqing.shtml
http://zszy.askci.com/media/yanjiuzhuanqu.shtml
http://ipo.askci.com/
http://ipo.askci.com/
http://syjhs.askci.com/
http://kybg.askci.com/
http://www.askci.com/reports/
http://zszy.askci.com/realm/zhanlvezixun.shtml
http://zszy.askci.com/realm/yingxiaocehua.shtml
http://zszy.askci.com/realm/yingxiaocehua.shtml
http://zszy.askci.com/realm/hangyeyanjiu.shtml
http://www.askci.com/industry/chanyeguihua/
http://zszy.askci.com/realm/zhengfuket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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