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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产业研究院全新发布的《2015-

2020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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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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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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年全球移动运营市场运行分析

第一节 全球移动通信发展分析

一、移动互联网带来通信业变革

二、亚洲推出TD-LTE通信业务

三、欧洲移动通信2020战略构想

四、拉美各国电信业发展情况

五、非洲电信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二节 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全球移动互联网体系分析

二、全球移动互联网市场格局

三、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影响

四、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世界移动搜索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全球移动搜索市场现状分析

二、全球移动搜索市场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13-2014年全球移动运营市场分析

一、 全球3G产业发展状况

二、 全球电信运营商排名

三、移动运营产业组织模式分析

四、美国运营商推出移动支付

第二章 2013-2014年中国移动运营市场运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电信市场发展态势分析

一、 电信运营市场规模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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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电信运营市场结构

三、 中国电信业务使用情况

四、中国电信业发展形势

第二节 移动信息化运营的服务与资源分析

一、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分析

二、中国移动信息化服务市场分析

三、中国移动信息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分析

二、 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

三、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特征分析

四、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竞争格局

第四节 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转型发展分析

一、传统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转型分析

二、电信运营商向移动互联网的转型分析

三、移动互联网运营商发展路径比较分析

第五节 2013-2014年中国移动终端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移动终端市场结构分析

二、中国移动终端领域竞争格局

三、中国农村移动终端市场发展

第三章 2013-2014年中国3G业务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3G业务发展分析

一、中国3G产业规模分析

二、中国3G运营竞争格局

三、中国3G业务发展瓶颈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3G产业链分析

一、3G产业链模型分析

二、3G产业链各环节分析

三、3G产业链成员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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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G产业链法律风险分析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主要运营商3G业务分析

一、中国移动的3G业务分析

二、中国联通的3G业务分析

三、中国电信的3G业务分析

第四章 2013-2014年中国短信彩信业务发展分析

第一节 短信（SMS）业务

一、中国短信发送量分析

二、中国短信用户结构分析

三、移动短信发送总量分析

四、移动短信月度发送量

五、手机垃圾短信分析

六、行业短信对携号转网提出新要求

第二节 彩信（MMS）业务

一、MMS市场用户规模分析

二、中国MMS市场规模分析

三、现有彩信业务类型的分析

四、MMS业务未来发展方向

五、MMS业务发展前景分析

第五章 2013-2014年中国WAP业务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国际WAP业务发展分析

一、全球3G网络部署推动WAP发展

二、欧美WAP业务发展分析

三、日韩WAP模式分析

四、视频类、娱乐类业务仍是热点

第二节 中国WAP发展分析

一、中国WAP发展分析

二、WAP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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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WAP市场动态分析

一、百度进军手机浏览器领域

二、手机阅读遭受版权考验

三、UCWEP国际化战略初获成功

四、传统媒体集体抢滩手机报

第四节 2013-2014年中国WAP主要业务运行分析

一、无线广告市场发展分析

二、中国无线WAP搜索发展分析

第六章 2013-2014年中国IVR业务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IVR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IVR市场发展概述

二、中国IVR市场发展历程

三、中国IVR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国IVR用户规模分析

五、固话IVR业务市场分析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IVR业务市场竞争分析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IVR业务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移动IVR市场发展形势

二、移动IVR未来发展趋势

三、移动IVR未来营销模式

第七章 2013-2014年中国LBS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LBS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位置服务（LBS）相关概述

二、中国LBS应用的发展阶段分析

三、国际LBS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四、 中国LBS运营市场规模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LBS市场发展概况

一、移动位置服务的发展与展望

二、LBS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三、中国位置服务市场迎接新时代

四、LBS与SNS相结合引来产业融合

五、前向收费模式渐行渐窄，后向市场尚未成熟

第三节 中国LBS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LBS发展中现存问题分析

二、LBS行业发展对策分析

第四节 中国地理位置服务的创新方向

一、整合型地理位置签到服务

二、基于地理位置搜索服务

三、基于地理位置的游戏服务

四、基于地理即时信息推送服务

第八章 2013-2014年中国手机游戏业务发展分析

第一节 手机游戏业务概述

一、手机游戏的特点

二、手机游戏产业链及收费模式

三、手机游戏市场驱动力量分析

四、中国手机游戏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手机游戏用户基本属性分析

一、中国手机游戏用户性别分布

二、中国手机游戏用户年龄分布

三、中国手机游戏用户学历分布

四、中国手机游戏用户收入分布

五、中国手机游戏用户职业分布

六、中国手机游戏用户地域分布

第三节 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终端及移动网络使用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使用的终端平台情况分析

二、用户对智能平台下手机网络游戏的发展情况分析

三、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使用的终端消费情况分析

四、手机网络游戏用户在更换终端时考虑因素情况分析



五、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的手机上网接入方式情况分析

六、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的手机上网流量使用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手机游戏用户行为偏好分析

一、手机游戏用户过去一年中玩过的游戏类型

二、中国手机游戏用户最喜欢的游戏类型分析

三、手机游戏用户最常访问的手机游戏网站分析

四、中国手机游戏用户不玩手机单机游戏的原因

五、手机游戏用户是否选择网络游戏的原因分析

六、用户对当前手机游戏网络速度满意情况分析

七、中国手机游戏用户互联网和手机上网时长比较

第五节 中国手机游戏用户的付费情况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支付方式分析

二、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付费量分析

三、手机网络游戏用户拒绝付费原因分析

第六节 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行为分析

一、用户参与手机网络游戏的时态情况分析

二、用户参与手机网络游戏的地点情况分析

三、用户参与手机网络游戏的频率情况分析

四、用户参与手机网络游戏的黏性情况分析

五、中国手机网络游戏用户3G使用情况分析

六、手机网游用户下载手机网络游戏渠道分析

七、用户对手机网游动态的关注情况分析

八、网游用户参与其他手机娱乐活动情况

第九章 2013-2014年中国中国手机电视业务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手机电视业务发展分析

一、中国手机电视业务简介

二、中国手机电视业务情况分析

三、三网融合助力手机电视业务发展

四、 中国手机电视行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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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手机电视市场规模分析

六、手机电视商业模式及营销策略分析

七、央视中移动合建“中国手机电视台”

第二节 手机电视产业化发展问题分析

一、手机电视技术实现方式

二、手机电视传输技术标准

三、手机电视视音频编解码标准

四、手机电视业务平台基本组成

五、手机电视产业化发展驱动因素

六、手机电视产业化发展面临问题

第三节 手机电视业务的发展趋势

一、业务功能呈现个人化特征

二、手机电视内容细分化趋势明显

三、通过新型增值业务构建业务平台

第四节 手机电视产业化发展策略

一、遵循有关监管政策

二、确定手机电视行业标准

三、发展手机电视技术

四、培育用户

五、树立内容为王的经营策略

六、打造合作共赢的产业链

七、探索运营模式

八、创新赢利模式

九、采取多样化计费方式

第十章 2013-2014年中国新兴移动增值业务市场分析

第一节 移动即时通信业务市场

一、即时通信市场发展分析

二、即时通信市场竞争分析

三、即时通信使用率分析



四、开放思维发展即时通信

第二节 无线广告业务市场

一、中国移动广告市场发展分析

二、无线广告市场营销分析

三、无线广告市场展望

第三节 移动视讯业务市场

一、网络视讯业发展分析

二、移动视讯业发展概况

三、移动视讯业发展现状

四、移动视讯业发展策略

五、移动视讯业未来展望

第四节 移动支付业务

一、中国移动支付相关概述分析

二、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环境

三、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历程

四、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阶段

五、中国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分析

六、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阶段

七、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规模

八、移动支付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第五节 移动搜索业务

一、移动搜索产业链特征分析

二、移动搜索产业的发展周期

三、移动搜索商业盈利模式分析

四、中国手机搜索市场发展分析

第六节 其它移动增值业务市场

一、手机电邮市场

二、手机阅读市场

三、手机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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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动博客

五、手机报

六、手机二维码业务

第十一章 2013-2014年中国移动运营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3-2014年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竞争现状分析

一、打造移动通信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二、电信业重组下移动通信竞争空前激烈

三、移动IM市场竞争加剧

四、移动搜索将成搜索引擎新战场

五、3G将成移动互联网市场竞争及产业融合加速器

第二节 2013-2014年中国3G时代移动通信有效竞争分析

一、有效竞争需要具备三个特点

二、新经营环境下移动通信市场快速发展

三、移动通信市场应防止过度竞争

四、建立移动通信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

第三节 2013-2014年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移动通信市场竞争态势

二、规划移动公司竞争战略

三、制定移动公司竞争策略

第十二章 中国SP主导运营商竞争力与财务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介绍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七、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八、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九、企业运营策略分析

十、企业研发情况分析

十一、移动TD发展策略

十二、移动四网融合发展战略

第二节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情况介绍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八、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九、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企业运营策略分析

十一、企业研发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情况介绍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七、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八、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九、企业通信能力分析

十、企业研发情况分析

十一、中国电信打造“数字企业”计划

十二、中国电信下阶段发展策略分析



第四节 三大电信企业比较分析

一、纵向比较

二、横向比较

三、竞争态势

四、未来趋势

第十三章 2015-2020年中国移动运营行业发展趋势及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5-2020年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一、重在从传统的通信产业转变为信息通信产业

二、3G未来发展趋势

三、差异化的业务会带来更多的用户和业务收入

第二节 2015-2020年中国3G时代移动终端应用发展趋势分析

一、移动终端平台的全球竞争

二、移动终端定制的趋势

三、手机终端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节 2015-2020年中国移动运营商全业务运营策略分析

一、移动化是竞争之根本

二、宽带化是成功之关键

三、客户化是运营之关键

第四节 2015-2020年中国通信业群体突破的战略机遇分析

一、从标准领先走向产业领先

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三、把握好发展节奏

第五节 2015-2020年中国电信运营商国际化战略分析

一、目标市场评估

二、内部资源和能力的评估

三、国际化战略选择

四、国际化模式选择

第六节 运营商面向中小企业的移动信息化推广策略

一、转变观念，细分市场



二、深入流程，需求分析

三、协同合作，主导产业

第七节 2015-2020年中国电信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一、中国电信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形势

二、制定灵活而具体的企业经营发展策略

三、中国电信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实施原则

访问中商产业研究院：http://www.askci.com

报告在线阅读：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12/30/173818t1ej.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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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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