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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社区医疗（community care）范围是指一般的医疗保健，即病人在转诊到医院或专科前的一些

医疗，属于常见的初级医疗（primary care）。

社区医疗为提供整合的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医生的责任是满足绝大部分个人的医疗需求，

与病人保持长久的关系，在家庭和社区的具体背景下工作。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社区医疗市场深度分析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社区医疗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社区医疗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社区医疗行

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社区医疗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社区医疗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社区医疗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社区医疗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社区医疗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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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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 上海市社区医疗机构经营情况分析

7.2.1 长宁区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2 长宁区江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3 长宁区仙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4 长宁区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2.5 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3 其他城市社区医疗机构经营情况分析

7.3.1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北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重点科室分析

7.3.2 深圳市福田区鹏盛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设备规模及水平

7.3.3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社区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设备规模及水平

7.3.4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潮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重点科室分析

7.3.5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设备规模及水平

7.3.6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重点科室分析



7.3.7 福州市台江区瀛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重点科室分析

7.3.8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营分析

（1）机构发展简况

（2）机构经营服务情况

（3）机构医技人员规模及水平

（4）机构设备规模及水平

7.4 社区医疗机构调查实例分析

7.4.1 调查目的

7.4.2 研究对象

7.4.3 研究方法

（1）次级资料研究

（2）深入社区探访

（3）问卷调查

（4）深度访谈

（5）咨询

7.4.4 研究内容

（1）社区医疗服务观念

（2）社区医疗服务优势

（3）社区医疗服务满意度

（4）全科医生与中医

（5）双向转诊制度

（6）四级康复模式

（7）社区健康管理

（8）家庭医生服务

（9）慢性病签约

（10）社区健康传播

7.4.5 研究结论

7.4.6 研究建议



 

第8章：中国社区医疗产业发展趋势分析与前景 ()

8.1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发展趋势

8.1.1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发展阶段

8.1.2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发展趋势

8.1.3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机会与威胁

8.1.4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发展建议

8.2 社区医疗产业投资风险及前景

8.2.1 社区医疗产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 社区医疗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8.2.3 社区医疗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8.3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筹资分析

8.3.1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筹资方式

（1）政府财政补贴

（2）医疗保险补偿

（3）医疗服务收费

（4）其他方式

8.3.2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筹资现状

8.3.3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筹资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8.3.4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筹资途径建议

8.4 中国社区医疗产业投资范例

8.4.1 英凡模式的由来

（1）美国&ldquo;QuickHealth&rdquo;社区诊所模式

（2）英凡模式的起步

（3）英凡模式的定位

8.4.2 英凡模式的运作

（1）快康诊所&mdash;&mdash;社区医疗便利店

（2）服务取胜，打造&ldquo;标准化&rdquo;连锁

（3）IT技术护航远程社区医疗

8.4.3 英凡模式的创意与启迪

（1）盈利增值模式

（2）通路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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