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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通信网络是一个由手机、电话、电脑等通信终端，基站、直放站、光缆等传输系统，基

站控制器、插接设备、交换系统、信令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等通信设备组成的复杂的网络系统

。通常可以把通信网络划分为接入网、传输网和核心网。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产业发展现状与市场全景评估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通信网络管理服务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通信网络

管理服务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

后分析了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基本概述

1.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界定

1.1.1 通信网络的内涵

（1）通信网络的内涵

（2）通信网络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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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信网络管理与通信网络管理的区别

1.2.2 通信网络管理环境下的新型通信网络分析



（1）第三方通信网络（3PL）

（2）第四方通信网络（4PL）

（3）电子通信网络

（4）绿色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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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时代：通信网络管理采用局部外包

（3）智慧时代：通信网络管理全面整合

1.4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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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管理体制

（2）行业扶持政策解读

1.4.2 通信网络管理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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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球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1 全球商务流程外包（BPO）发展现状

2.1.2 全球通信网络管理服务市场规模分析

2.1.3 全球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区域分布

2.1.4 全球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竞争格局

2.2 全球领先通信网络管理服务商经营策略

2.2.1 香港嘉里通信网络



（1）企业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2.2 香港利丰集团

（1）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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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2.3 on（罗宾逊全球通信网络）

（1）企业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2.4 丹麦DFDS运输公司

（1）企业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2.5 UTIWorldwide（优特埃国际通信网络）

（1）企业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2.6 IngramMicro（英迈国际有限公司）

（1）企业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2.2.7 联强国际集团

（1）企业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能力

（4）企业经营模式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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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全球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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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3.1 中国企业通信网络管理及外包需求

3.1.1 企业通信网络管理的必要性

3.1.2 企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调查

3.1.3 企业通信网络管理外包的优越性

3.1.4 企业通信网络外包需求分析

3.2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现状

3.2.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市场规模

3.2.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影响因素

3.2.3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特点

（1）专业化通信网络服务需求凸显

（2）通信网络服务业务类型日益多样化

（3）通信网络服务基础设施与装备发展初具规模

（4）通信网络服务行业发展受到政府的重视

3.2.4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面临的问题

（1）客户对通信网络外包服务认知有限

（2）专业化通信网络服务方式落后

（3）通信网络管理信息共享尚存障碍

（4）通信网络管理服务专业人才短缺



（5）行业发展面临较大的制度约束

3.3 中国企业通信网络发展趋势预测

3.3.1 流通体制改革，行业发展环境改善

3.3.2 流通型通信网络金融推动流通消费发展

3.3.3 智慧资源整合力成为企业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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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增值服务通信网络成发展新蓝海

3.3.6 全球整合型企业模式大行其道

3.3.7 深度整合分销成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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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发展趋势

 

第四章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竞争态势分析

4.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企业构成

4.1.1 传统的运输与仓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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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劣势

（3）发展战略

4.1.2 新兴的通信网络及通信网络外包服务公司

（1）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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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战略

4.1.3 生产与流通企业内部通信网络部门

（1）优势

（2）劣势

（3）发展战略

4.1.4 国外通信网络及通信网络外包服务公司

（1）优势

（2）劣势

（3）发展战略



4.2 不同业务类型企业竞争状况

4.2.1 通信网络服务商

（1）业务范围与特点

（2）盈利模式分析

（3）典型代表企业

4.2.2 采购服务商

（1）业务范围与特点

（2）盈利模式分析

（3）典型代表企业

4.2.3 增值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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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代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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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范围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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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代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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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汽车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5.1.2 汽车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1.3 汽车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5.1.4 汽车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与潜力

5.2 工程机械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分析

5.2.1 工程机械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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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IT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3.3 IT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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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通讯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与潜力

5.5 医疗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分析

5.5.1 医疗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5.5.2 医疗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5.3 医疗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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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化工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5.6.2 化工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6.3 化工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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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家电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分析

5.7.1 家电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5.7.2 家电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7.3 家电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5.7.4 家电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与潜力

5.8 服装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分析



5.8.1 服装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5.8.2 服装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8.3 服装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5.8.4 服装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与潜力

5.9 零售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分析

5.9.1 零售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5.9.2 零售行业通信网络结构及特点

5.9.3 零售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5.9.4 零售行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需求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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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煤炭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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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煤炭行业通信网络管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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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6.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集成模式解析

6.1.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集成模式产生背景

6.1.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集成的概念性模型

6.1.3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集成能力基础分析

（1）上游供应商网络管理能力

（2）下游客户网络拓展能力

（3）通信网络解决方案设计能力

（4）通信网络金融服务能力

（5）风险控制能力

（6）通信网络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7）通信网络信息服务能力

6.1.4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集成商业模式特点

6.2 案例一：怡亚通通信网络管理商业模式剖析

6.2.1 怡亚通发展历程

6.2.2 怡亚通主营业务与业绩

6.2.3 怡亚通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



6.2.4 怡亚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模式特点

（1）公司定位

（2）公司通信网络管理服务价值主张

（3）公司通信网络管理服务盈利模式

（4）公司战略互补的合作网络

（5）公司四流合一的运营系统

6.2.5 怡亚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模式总结

6.2.6 怡亚通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模式启示

6.3 案例二：飞马国际通信网络管理商业模式剖析

6.3.1 飞马国际发展历程

6.3.2 飞马国际主营业务与业绩

6.3.3 飞马国际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

6.3.4 飞马国际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模式特点

（1）公司定位

（2）公司通信网络管理服务价值主张

（3）公司通信网络管理服务盈利模式

（4）公司通信网络网络发展战略

6.3.5 飞马国际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模式总结

6.3.6 飞马国际通信网络管理服务模式启示

 

第七章 中国通信网络服务商向通信网络管理服务商转型策略

7.1 通信网络服务商转型的动因和战略选择

7.1.1 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的动因

7.1.2 通信网络服务商的多元化与多角化战略

7.1.3 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定位的两个维度

7.2 通信网络服务商向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的路径

7.2.1 发达国家通信网络服务商的三个阶段演变

7.2.2 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的三种路径

7.2.3 不同类型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案例

（1）中介型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案例

（2）承运人型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案例

（3）服务商结成通信网络联盟的转型案例



7.3 通信网络服务商战略转型过程中的规律

7.3.1 全程通信网络网络与可视信息系统是成功转型的硬件保障

（1）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整合，构建覆盖全程的通信网络网络

（2）通过构建可视信息平台，在通信网络中发挥核心作用

7.3.2 利润随通信网络服务商对通信网络的控制力同步提升

7.3.3 服务于少数产业领域的客户，形成专业通信网络

7.3.4 通信网络服务商逐步取代商流中介和金融中介

7.3.5 通信网络服务商转型中常见的障碍与困境

 

第八章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企业总体状况

8.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领先企业分析

8.2.1 深圳市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4）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2 深圳市国际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4）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3 江苏国际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4）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4 通信网络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4）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5 上海通信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6 上海通信网络技术与运营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7 深圳通信网络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8 深圳市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9 浙江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10 深圳通信网络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3）企业通信网络服务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九章 中国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机会与建议（）

9.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9.1.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进入壁垒

9.1.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盈利模式

9.1.3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盈利因素

9.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9.2.1 新商业模式风险及防范

9.2.2 行业经营风险及防范

9.2.3 行业管理风险及防范

9.2.4 行业竞争风险及防范

9.2.5 行业人力资源风险及防范

9.2.6 行业其它风险及防范

9.3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9.3.1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事件

9.3.2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机会

9.3.3 通信网络管理服务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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