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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情报网全新发布的《2015-

2020年中国担保行业市场潜力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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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名称 2015-2020年中国担保行业市场潜力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出版日期 动态更新

报告格式 PDF电子版或纸介版

交付方式 Email发送或EMS快递

中文价格 印刷版11500元 

电子版11500元 

中文印刷版+电子版11800元

订购热线 400-666-1917  400-788-9700

���������                                                     
������ ������ ������� ������ �����

���������                                                     
IPO���� ����� ����� ���� ���� ���� ���� ���� ������ 
����

二、研究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章 担保行业简介 1

第一节 担保的基本概念及关系阐明 1

一、担保的概念 1

二、担保的分类 2

【版权声明】 

本报告由中商情报网出品，报告版权归中商智业公司所有。本报告是中商智业公司的研究与统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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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公司实力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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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skci.com/reports
http://zszy.askci.com/shouhou/jianbie.shtml
http://zszy.askci.com/shouhou/jianbie.shtml
http://zszy.askci.com/shouhou/jianbie.shtml
http://zszy.askci.com/shouhou/jianbie.shtml
http://zszy.askci.com/shouhou/jianbie.shtml
http://zszy.askci.com/shouhou/jianbie.shtml


三、担保的特征 4

第二节 担保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回顾 5

第三节 担保业对完善资本市场有重要作用 8

 

第二章 担保行业政策法律法规分析 11

第一节 政策法律分析 11

一、我国应大胆实践不动产让与担保制度 11

二、我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局限及创新 14

三、启动《物权法》动产担保条款需完善配套机制 18

四、《物权法》实现动产担保五突破 20

五、255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三年内免征营业税 20

第二节 我国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法律困境与解决思路 29

一、境外有关融资融券担保的法律制度 29

二、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担保制度的法律困境 39

第三节 国际担保制度发展动态 46

一、国际动产担保制度改革 46

二、日本金融机构将承担20％的小公司贷款担保 52

三、国外担保品管理业务的制度框架 52

 

第三章 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56

第一节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分析 56

第二节 利率上升趋势 68

一、我国利率渐成常规工具 68

二、未来加息趋向 70

第三节 中小企业发展情况 72

一、2006年中小企业改革和发展情况 72

二、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77

三、中国中小企业经济发展指数转好 82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194.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8/31/23310360n.shtml


四、当前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规定 84

五、中小企业融资情况 89

第四节 人口及学历结构分析 91

 

第二部分 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第四章 担保行业市场分析 95

第一节 市场发展基本情况 95

一、担保机构设立的模式 95

二、担保机构发展的现状 95

三、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96

四、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98

五、担保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99

六、担保业主要风险分析 99

第二节 担保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01

一、担保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01

二、方兴未艾的中国担保业 107

三、投资担保公司困境分析 111

四、担保链引发业绩危机 114

五、担保公司的风险控制 119

六、我国担保业多头监管令人忧 122

七、会员制担保公司生存调查 124

八、担保业信用成就繁荣 133

 

第五章 信用担保业发展分析 136

第一节 信用担保业发展概况 136

一、我国信用担保业的发展态势与展望 136

二、信用担保业发展呼唤金融支持 143

第二节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建设 145

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 145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195.html


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若干问题 158

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经济实质与商业化运营条件 162

四、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思考 169

五、中小企业信贷评估体系的建设 176

第三节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发展现状 183

一、我国初步形成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183

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需税收扶持 184

三、银行与担保合作形势分析 186

四、国开行将要力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189

五、中关村科技企业可申请无抵押担保信用贷款 190

六、重庆市移植“联保”破解工业企业融资担保难题 191

七、湖南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免征3年营业税 191

八、辽宁省积极为中小企业开展融资与担保 192

九、吉林省信用担保业为民营经济提供有力支持 193

十、大学生创业专项担保基金出台 194

 

第六章 房地产工程担保业发展情况 196

第一节 房地产工程担保发展概况 196

一、国外工程保证担保的状况 196

二、美国工程保证担保制度发展及借鉴 199

三、工程担保业务及流程 205

四、建设工程担保业务介绍 206

五、房地产开发类贷款担保 207

六、房地产贷款的担保形式 210

第二节 工程担保业发展动态 212

一、2007年山西强制推行工程建设担保制度 212

二、河南将全面引入建设工程担保制度 212

三、杭州工程担保制度开始强制推行 213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重庆/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湖南/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8/29/15551yof6.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8/31/23115uku3.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134.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72.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09/144521qt55.shtml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山西/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贵州/


四、外资曲线进入房地产担保 214

 

第七章 个人信用担保发展情况 217

第一节 美国家庭教育贷款中担保机构的运作及其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 217

一、联邦家庭教育贷款方案（FFELP） 217

二、联邦家庭教育贷款方案的运作及担保机构的作用 219

三、担保机构财政报告的主要内容 221

四、担保机构与美国联邦政府合作的新方式 223

五、美国联邦家庭教育贷款中担保机构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担保运作的启示 225

第二节 各地小额担保贷款发展情况 226

一、小额担保贷款发展历程 226

二、北京降低小额担保贷款门槛简化审批程序 227

三、长沙市小额担保贷款不良贷款率达12% 228

四、吉林省小额担保贷款成绩斐然 229

五、川藏个人小额贷款上限提至5万元 231

六、广州为本地生源特困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担保贷款 233

七、重庆银政合作创新助学担保贷款模式 233

八、国内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过百亿 234

第三节 其他担保业务发展分析 235

一、农村信用社担保贷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5

二、DB型企业年金担保发展教训 238

三、对当前贷款抵押担保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242

四、租赁担保抢车贷市场 244

 

第三部分 企业与区域市场发展分析

第八章 担保企业分析 247

第一节 担保行业竞争分析 247

一、信用担保行业的区域分布及担保业务品种结构特征 247

二、担保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247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201.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90.html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辽宁/


三、担保行业壁垒分析 248

四、担保机构要提升自身组织行为竞争力 249

五、全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251

第二节 担保机构组织结构 255

第三节 重点担保机构分析 258

一、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58

二、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264

三、中国中科智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4

四、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71

五、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277

六、北京首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77

七、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8

八、广东中盈盛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81

九、深圳市华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89

十、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291

第四节 外资企业进入国内担保行业动态 295

一、首家外资房地产担保公司落地北京 295

二、美国硅谷银行抢滩深圳担保业 296

三、东亚银行首次携手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296

四、首家外资担保企业将入驻福州 296

五、首家台商担保公司破冰 297

 

第九章 2007年全国各地担保业发展现状 301

第一节 广东省担保业发展现状 301

一、广东担保行业大而不强 301

二、珠海担保机构首次纳入四位一体融资平台 303

三、珠海担保公司八成注册资金为民间资本 304

第二节 北京担保机构发展现状 304



第三节 浙江担保业发展现状 306

一、浙江担保业突围 306

二、宁波担保业民资涌动 308

第四节 江苏省担保行业发展现状 311

一、南京民营担保公司渐入“春天” 311

二、常州市担保行业实现扭亏 313

三、张家港市创新担保机构风险分担方式 313

第五节 四川省担保行业发展现状 315

一、四川“草根”担保渐成“气候” 315

二、2006年四川担保业大盘点 316

第六节 山西省信用担保业发展现状 321

一、山西省信用担保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二、发展山西省信用担保业的政策建议和对策措施 323

第七节 其他地区担保行业发展现状 326

一、宁夏担保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 326

二、河南省首家涉农担保公司成立 328

三、湖南省担保行业发展现状 328

四、对甘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困境的分析 330

五、境外资金首度杀进重庆担保业 332

六、福州市初步形成跨区域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333

七、青岛担保市场“升温”进行时 335

八、2006年新疆担保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338

九、上海中小企业担保的现状和出路 339

 

第四部分 行业发展趋势与建议

第十章 担保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345

一、初步建成信用担保体系 345

二、担保向专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 345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安徽/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浙江/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天津/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甘肃/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新疆/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上海/


三、担保从合作走向合并 345

四、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履约担保将成为中国担保业新的发展契机 346

五、房地产贷款债权和房地产抵押担保资产的证券化为担保业提供新的机遇 346

六、我国担保业六方面发展趋向 346

 

第十一章 担保行业发展策略与建议 348

一、担保行业发展建议 348

二、构建国有上市公司担保内部控制体系 349

三、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 355

四、如何实现应收账款担保物权 360

五、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财务风险防范研究 361

六、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对策研究 366

七、破解担保业危局 371

图表目录

访问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

报告在线阅读：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09/10/164129vqy3.shtml

���������                                                     

������ ������ ������� ������ �����

���������                                                     

IPO���� ����� ����� ���� ���� ���� ���� ���� ������ 

����

三、研究机构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8/29/927hrtw.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38.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09/175933ohfc.shtml
http://www.askci.com/
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09/10/164129vqy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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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介绍

中商情报网产品与服务

������������������������������������������������
������。��������、���������������。�������������������
、�������、����、�� IPO 
��������、��������、������、��������、����������、����
��、��������、����、���������������������������������

�������������。

    
���������、����、������3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调研

������                     ������                  ������

������                     ������                  ������

������                     �����                    

������                     ������                  

��������

����                         ������

����                         ������

����                         ��������

������

IPO����

���������               �����

���������               ������



核心优势



� �� �������������������������������。

� �� ��������������������������������。

� �� ������������������������。

� �� ���������������、100������、����、����、�����

������。

� �� �����������������������������������。

� �� �����、����、����350���80%������������。

�����

���������������

专 业

业 绩

信 息 资 源

理 念

团 队

核心优势



�����������������������������30�����1000�����������

������20000����������������������������。��������������

��——CI����������、�������、�������������������。

��������������������������
�������������������������������������、����、����、�

������、�����、���、���������������。

单位全称：                               部    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地址/邮编：                              手    机：                              

中商情报网订购单回执表



E-mall：                                传    真：                              

报告名称：                                                                       

报告格式：                                                                      

付款方式：□银行 □邮局 □支票 □其他 订购数量：                         份  

请选择报告版本：                        

1□PDF电子版9000元/份  2□印刷版9000元/份  3□PDF电子版+印刷版9000元/份

总计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预计付款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研究报告：400-666-1917                    可研报告¥商业计划书： 400-788-9700

IPO咨询专线： 400-788-9689                市场调研： 400-666-1917

产业园区咨询专线： 400-788-9700           政府投资规划咨询热线： 400-788-9700

                                                                                       

北京：北京市右安门外大街99号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5层501室 

深圳：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红荔路1001号银盛大厦7层(团市委办公大楼)

香港：香港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19楼

传真：0755-25407715/010-83525881   网址：http://www.askci.com   

电邮：service@askci.com

备注：请将订阅信息填好后，传真至我中心客服部，款到后发票随后寄发。

指定账号：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城建支行

开户名：深圳中商智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帐  号：4420 1532 7000 5254 3607 

备  注：此帐户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款到后，发票随后寄发。此账号为唯一指定账号。

http://www.askc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