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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产业研究院全新发布的《2015-

2020年天津物流业市场调查与产业投资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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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产业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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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津物流业市场调查与产业投资分析报告

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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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元 

电子版9500元 

中文印刷版+电子版9800元

订购热线 400-666-1917  400-788-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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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报告由中商产业研究院出品，报告版权归中商产业研究院所有。本报告是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研究与统

计成果，报告为有偿提供给购买报告的客户使用。未获得中商产业研究院书面授权，任何网站或媒体不

得转载或引用，否则中商产业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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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产业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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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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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报告目录

第一章 物流行业的相关概述

第一节 物流的概念

一、物流的定义

二、物流的性质

三、物流服务的特点

四、物流产业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物流的分类

一、从宏观角度对物流的分类

二、从微观角度对物流的分类

三、按物流活动的空间范围分类

四、按物流系统性质分类

五、按物流的作用分类

第三节 物流系统介绍

一、物流系统的概念

二、物流系统的组成

三、物流系统的特点

四、物流系统的要素

五、物流系统的目标

第四节 政府在物流业中的作用

一、现代物流发展中的政府分级职能

二、物流网络系统的层次性和政府职能的分级性

三、国际上政府推动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经验

四、中国政府在现代物流业发展中的作用定位

五、中国政府在发展现代物流业中的角色

http://zszy.askci.com/realm/zhengfuketi.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92.html
http://www.askci.com/chanye/


第二章 2013-2014年中国物流业的发展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综述

一、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特征

三、中国物流企业的发展综述

四、中国物流业区域物流分析

五、中国物流产业的政策体系

六、中国物流业迎来重大政策利好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物流行业运行状况

一、 中国物流业运行综况

二、 物流价格运行分析

三、 中国重点物流企业调查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

一、 中国物流业运行基本状况

二、 中国物流业发展特点分析

三、 中国物流业发展热点分析

四、2013年中国物流业运行现状

第四节 中国物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约中国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中国物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三、中国物流业发展面临三大隐忧

第五节 中国物流业发展的对策

一、中国物流业加速发展的新思路

二、促进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建议

三、跨区域物流服务发展的思路及措施

第三章 2013-2014年天津物流业的发展

第一节 2013-2014年天津物流业的发展综述

一、天津市物流业发展成就

二、天津市物流业运行分析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天津/


三、天津加速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城市

四、天津打造国际型物流服务平台

五、天津与台湾合作发展冷链物流产业

第二节 2013-2014年天津物流业的发展分析

一、 天津港集装箱物流中心增加新成员

二、 电商企业蜂拥在津投建物流基地

三、 冷链物流项目集中落户天津中心渔港

第三节 2013-2014年天津市物流园项目建设动态

一、天津盛唐国际物流园

二、神州通物流园

三、天津市北辰区最大物流园

四、国美物流产业基地

五、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第四节 2013-2014年天津滨海新区物流业的发展分析

一、天津滨海新区基本情况介绍

二、天津滨海新区物流布局现状

三、滨海新区物流布局规划重点

四、天津滨海新区物流建设规划

五、天津滨海新区专业物流园建设如火如荼

第五节 2013-2014年天津港口物流的发展分析

一、SWOT分析

二、交叉组合发展战略

三、扭转型发展战略

第六节 天津物流业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天津物流业发展主要问题

二、天津物流业发展存在不足

三、天津物流业转型升级建议

四、天津物流业发展政策分析

五、天津现代物流业发展建议



第四章 2013-2014年天津物流业重点企业财务状况

第一节 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货运代理分析

三、船务代理分析

四、仓码业务分析

五、汽运业务分析

第二节 中国远洋天津物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经营规模

三、工程物流分析

四、融资物流分析

五、储运业务分析

六、货运业务分析

第三节 天津市交通集团滨海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组织结构分析

三、货运业务分析

四、客运业务分析

五、物流业务分析

六、维修业务分析

七、科技业务分析

八、其他业务分析

第四节 其他企业介绍

一、天津双利物流中心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二、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09/144521qt55.shtml


（二）企业经营规模

（三）企业竞争优势

三、天津海天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经营规模

（三）企业主营业务

四、天津天保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经营规模

（三）企业主营业务

第五章 天津物流业的发展环境及投资参考

第一节 2013-2014年天津物流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关于促进物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二、天津促进物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

三、加快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政策方案

第二节 2013-2014年天津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 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回顾

二、 天津市经济社会运行概况

三、 天津市经济社会运行分析

四、2013年天津市经济社会运行分析

五、未来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三节 投资风险的防范

一、物流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二、物流项目风险防范的建议

三、现代物流业对法律风险的防范

四、企业使物流外包有效的对策

第六章 天津物流业的前景趋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物流业发展前景展望

一、中国物流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99.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
http://www.askci.com/reports/


二、中国物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三、中国物流信息化的发展前景

四、中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方向

五、未来物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天津物流业的前景及趋势

一、天津市物流业发展环境

二、天津市物流业发展机遇

三、2015-2020年天津物流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三节 期间天津物流业发展规划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二、发展目标

三、主要任务

四、空间布局

五、保障措施

访问中商产业研究院：http://www.askci.com

报告在线阅读：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12/24/145025dpu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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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机构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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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产业研究院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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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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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邮编：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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