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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医疗机构，是指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的总称。这一概

念的含义：第.一，医疗机构是依法成立的卫生机构。第二，医疗机构是从事疾病诊断、治疗

活动的卫生机构。第三，医疗机构是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的总称。我国的医

疗机构是由一系列开展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卫生机构构成的。医院、卫生院是我国医疗机

构的主要形式，此外，还有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共同构成

了我国的医疗机构。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长沙市医疗机构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分析报告》共

八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长沙市医疗机构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长沙市医疗机构市场竞

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长沙市医疗机构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长沙市

医疗机构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长沙市医疗机构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中国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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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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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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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药工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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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五节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医疗机构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三、医疗机构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六节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医疗技术分析

二、医疗技术发展水平

三、医疗技术发展方向分析

四、医疗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章长沙市医疗机构所属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长沙市医疗机构所属行业供给分析

一、医疗机构数量统计

二、医疗机构分布统计

1、按种类分布统计

2、按地区分布统计

3、按主办单位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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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医疗机构所属行业运行分析

一、医疗机构行业资产负债规模

二、医疗机构行业收支和利润规模



三、医疗机构行业运行效率分析

第四节中国医疗机构情况分析

一、长沙市医院病床使用率

二、长沙市医院平均住院日

三、长沙市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和住院床日

第五节长沙市医疗机构所属行业服务分析

一、医疗机构行业门诊服务分析

1、医疗机构就诊人次统计

2、医疗机构门诊服务统计

二、医疗机构行业住院服务分析

1、医疗机构入院人次统计

2、医疗机构住院服务统计

三、医疗机构行业床位利用分析

四、医疗机构行业服务质量与效率

第六节长沙市医院医疗服务指标总体分析

一、院均总收入

1、医疗收入

2、药品收入

3、其他收入

二、院均总支出

1、医疗收入

2、药品收入

3、其他收入

三、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

四、出院病人次均医药费

 

第三章长沙市医疗机构所属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第.一节医疗费用支出分析

一、卫生费用总体支出分析

1、卫生总费用规模

2、卫生费用支出结构

3、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



二、政府卫生支出分析

1、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分析

2、政府卫生支出结构分析

三、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

1、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分析

2、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地区结构

四、就医人均医药费用支出

1、门诊病人人均医药费

2、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

五、疾病平均住院医药费用支出

六、医疗保障支出情况

1、医疗保险支出情况

2、养老保险支出情况

 

第四章长沙市主要医疗机构（医院）发展分析及预测

第.一节综合医院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综合医院规模分析

1、综合医院数量统计

2、综合医院床位统计

3、综合医院人员统计

二、综合医院运营分析

三、综合医院发展机遇与前景

第二节中医医院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中医医院规模分析

1、中医医院数量统计

2、中医医院床位统计

3、中医医院人员统计

二、中医医院运营分析

三、中医医院发展机遇与前景

第三节专科医院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专科医院规模分析

1、专科医院数量统计



2、专科医院床位统计

3、专科医院人员统计

二、专科医院运营分析

三、专科医院发展机遇与前景

第四节肿瘤医院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肿瘤医院规模分析

1、肿瘤医院数量统计

2、肿瘤医院人员统计

二、肿瘤医院运营分析

三、肿瘤医院发展前景

第五节口腔医院发展现状与前景

一、口腔医院规模分析

1、口腔医院数量统计

2、口腔医院人员统计

二、口腔医院运营分析

三、口腔医院发展机遇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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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科医院运营分析

三、眼科医院发展机遇与前景

 

第五章长沙市领先医疗机构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一、医院发展概况

二、医院科室分布

三、医院发展规模

四、医院资源状况

五、重点领域成果

第二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一、医院发展概况



二、医院科室分布

三、医院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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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领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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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领域成果

第四节湖南省肿瘤医院

一、医院发展概况

二、医院科室分布

三、医院发展规模

四、医院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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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院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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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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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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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院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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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一、医院发展概况

二、医院科室分布

三、医院发展规模

四、医院资源状况

五、重点领域成果

 

第六章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前景及投资价值

第.一节医疗机构行业五年规划现状及未来预测

一、&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医疗机构行业运行情况

二、&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医疗机构行业发展成果

三、医疗机构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方向预测

1、医疗机构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制定进展

2、医疗机构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重点指导

3、医疗机构行业在&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中重点部署

4、&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医疗机构行业发展方向及热点

第二节医疗机构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医疗机构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医疗机构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医疗机构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三节2022-2028年医疗机构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有利因素

1、市场需求规模大

2、医疗信息化的推动

二、不利因素

1、区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2、盈利性机构差异性大

第四节2022-2028年医疗机构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一、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二、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三、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四、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第七章长沙市医疗机构行业投融资分析

第.一节医疗机构行业投资分析

一、医疗机构建设规模分析

二、医疗机构投资规模分析

三、医疗机构投资主体构成

四、医疗机构投资资金来源

五、医疗机构投资项目建设

六、医疗机构新建、扩建和改建投资

第二节民营资本投资医疗机构的形式

一、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创办独资医院

二、申办中外合资股份制营利性医院

三、独资买断停办的国有企业医院

四、采用委托经营的方式

第三节医疗机构行业融资分析

一、医疗机构融资现状

二、医疗机构融资模式

1、上市融资



2、银行贷款

3、租赁融资

三、医疗机构融资障碍

四、医疗机构融资对策

第四节医疗机构行业投融资前景

一、医疗机构投资前景分析

二、医疗机构投资机会

三、医疗机构投资风险

四、医疗机构融资前景分析

 

第八章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医疗机构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医疗机构细分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医院发展建议与投资结论

二、基层医疗机构的投资建议

第三节医疗机构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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