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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
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放射治疗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放射治疗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放射治疗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放射治疗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放射治疗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放射治疗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放射
治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放射治疗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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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产业背景篇
第一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发展背景
1.1 研究方法与统计标准
1.1.1 行业研究方法概述
1.1.2 行业数据来源与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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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医药行业发展分析
1.3.2 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分析
1.4 放射治疗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
1.4.1 放射治疗行业政治法律环境
（1）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2）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3）放射治疗行业标准
（4）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5）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1.4.2 放射治疗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3）产业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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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1.4.3 放射治疗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1）中国城镇化率
（2）居民消费能力分析
（3）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4）居民医保参保情况
（5）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1.4.4 放射治疗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1）放射治疗技术分析
（2）放射治疗技术发展水平
（3）2017-2021年放射治疗技术发展分析
（4）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5）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章 中国医疗机构改革分析
2.1 中国医疗体制现状分析
2.1.1 医疗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
2.1.2 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程度较低
2.1.3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2.2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方向
2.2.1 医药分开
2.2.2 改革公立医院产权结构
2.2.3 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2.3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模式探讨
2.4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重点
2.5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最新进展
2.6 医疗机构改革对放射治疗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中国医疗机构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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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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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经济类型分布统计
3.1.3 医疗机构床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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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医疗机构人员统计
3.1.5 医疗机构建筑面积
3.2 医疗机构行业运行分析
3.2.1 医疗机构行业资产负债规模
3.2.2 医疗机构行业收支和利润规模
3.2.3 医疗机构行业运行效率分析
（1）医疗机构盈利能力分析
（2）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分析
（3）医疗机构偿债能力分析
（4）医疗机构发展能力分析
3.3 医疗机构行业服务分析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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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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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医疗机构行业床位利用分析
3.4 医院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
3.4.1 医院信息化发展概况
（1）医院信息化相关政策
（2）医院信息化发展阶段
（3）医院信息化投资情况
3.4.2 医院信息系统发展现状
（1）医院信息系统开发背景
（2）医院信息系统建设现状
（3）医院信息系统市场规模
（4）医院信息系统市场格局
（5）医院信息系统需求前景
3.4.3 医院远程医疗发展潜力
（1）医院远程医疗服务模式
（2）医院远程医疗关键技术
（3）医院远程医疗投资情况
（4）医院远程医疗发展进展
（5）医院远程医疗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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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医疗机构集团化发展分析
3.5.1 医院集团化的积极影响
3.5.2 医院集团运作模式
（1）直接经营管理模式
（2）合同经营管理模式
（3）租赁经营模式
（4）合作联营模式
（5）集团特许经营模式
3.5.3 医院集团联结方式
（1）经济合同关系纽带
（2）股权关系纽带联结
（3）管理服从关系纽带
第二部分 市场分析篇
第四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4.1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发展概况
4.1.1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发展阶段
4.1.2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4.1.3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4.2 2017-2021年放射治疗行业发展现状
4.2.1 2017-2021年全球放射治疗行业市场规模
4.2.2 2017-2021年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市场规模
4.2.3 2017-2021年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发展分析
4.3 2017-2021年放射治疗市场情况分析
4.3.1 中国放射治疗的资源情况
4.3.2 中国放射治疗需求量情况
4.3.3 中国放射治疗工作量情况
4.4 中国放射治疗费用价格走势分析
4.4.1 放射治疗市场定价机制组成
4.4.2 放射治疗市场价格影响因素
4.4.3 2017-2021年放射治疗服务价格走势分析
4.4.4 2022-2028年放射治疗服务价格走势预测
4.5 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4.5.1 放射治疗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1）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销售利润率
（2）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售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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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亏损面
4.5.2 放射治疗所属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5.3 放射治疗所属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1）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应收帐款周转率
（2）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3）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4.5.4 放射治疗所属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1）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总资产增长率
（2）中国放射治疗所属行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3）中国放射治疗所属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第五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需求环境分析
5.1 医疗费用支出分析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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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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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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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就医人均医药费用支出
（1）门诊病人人均医药费
（2）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
5.1.5 疾病平均住院医药费用支出
（1）30种疾病平均住院医药费用
（2）五级医院30种疾病平均住院医药费用
5.2 居民健康水平调研分析
5.2.1 居民两周患病率
（1）按性别分两周患病率
（2）按年龄分两周患病率
（3）按学历分两周患病率
（4）按医疗保障形式分两周患病率
（5）按就业状况分两周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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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居民慢性病患病率
（1）按性别分慢性病患病率
（2）按年龄分慢性病患病率
（3）按疾病分慢性病患病率
5.2.3 医院住院病人前十位疾病
（1）县医院住院病人前十位疾病及构成
（2）城市医院住院病人前十位疾病及构成
5.3 居民就医情况调研分析
5.3.1 出院病人疾病构成
5.3.2 居民两周就诊率
（1）按性别分两周就诊率
（2）按年龄分两周就诊率
（3）按疾病分两周就诊率
5.3.3 居民住院率
（1）按性别分住院率
（2）按年龄分住院率
（3）按疾病分住院率
5.3.4 居民经常就诊单位及原因构成
5.3.5 居民距最近放射治疗距离及时间构成
5.3.6 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构成
第六章 中国放射治疗细分行业发展分析
6.1 细分行业一发展现状与前景
6.1.1 细分行业一规模分析
6.1.2 细分行业一运营分析
6.1.3 细分行业一发展机遇与前景
6.2 细分行业二发展现状与前景
6.2.1 细分行业二规模分析
6.2.2 细分行业二运营分析
6.2.3 细分行业二发展机遇与前景
6.3 细分行业三发展现状与前景
6.3.1 细分行业三规模分析
6.3.2 细分行业三运营分析
6.3.3 细分行业三发展机遇与前景
第七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7.1 中国放射治疗区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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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放射治疗企业数量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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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放射治疗行业效益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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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北京市放射治疗行业规模
7.2.3 北京市放射治疗运行现状
7.2.4 北京市放射治疗竞争现状
7.2.5 北京市放射治疗发展规划
7.2.6 北京市放射治疗发展优势
7.2.7 北京市放射治疗发展前景
7.3 上海市放射治疗发展现状与前景
7.3.1 上海市放射治疗发展环境
7.3.2 上海市放射治疗发展规模
7.3.3 上海市放射治疗运行现状
7.3.4 上海市放射治疗竞争现状
7.3.5 上海市放射治疗发展规划
7.3.6 上海市放射治疗发展优势
7.3.7 上海市放射治疗发展前景
7.4 广州市放射治疗发展现状与前景
7.4.1 广州市放射治疗发展环境
7.4.2 广州市放射治疗发展规模
7.4.3 广州市放射治疗运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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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广州市放射治疗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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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深圳市放射治疗运行现状
7.5.4 深圳市放射治疗竞争现状
7.5.5 深圳市放射治疗发展规划
7.5.6 深圳市放射治疗发展优势
7.5.7 深圳市放射治疗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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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其他地区放射治疗发展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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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1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8.1.1 发展简况分析
8.1.2 设备规模及水平
8.1.3 经营优劣势分析
8.1.4 技术人员规模及水平
8.2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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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1 发展简况分析
8.3.2 设备规模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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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放射治疗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1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9.1.1 放射治疗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9.1.2 放射治疗行业放射治疗间竞争格局分析
9.1.3 放射治疗行业集中度分析
9.1.4 放射治疗行业SWOT分析
（1）放射治疗行业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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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射治疗行业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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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射治疗业未来竞争格局和特点
（3）放射治疗市场进入及竞争对手分析
9.2.2 中国放射治疗服务竞争力优势分析
（1）整体产品竞争力评价
（2）产品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3）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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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放射治疗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10.1 2021年放射治疗行业面临的困境
10.2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四部分 投资战略篇
第十一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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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2022-2028年放射治疗市场发展潜力
11.1.2 2022-2028年放射治疗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11.1.3 2022-2028年放射治疗相关重点领域前景分析
（1）医药行业前景分析
（2）医疗器械行业前景分析
（3）医疗健康领域前景分析
11.2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的发展趋势
11.2.1 未来放射治疗的主要发展走向
11.2.2 放射治疗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1.2.3 新医改下放射治疗面临的战略转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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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国放射治疗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11.3.1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十四五”发展目标
11.3.2 中国将继续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11.3.3 2021年中国将初步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
11.3.4 2022-2028年中国放射治疗产业发展前景与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投融资分析
12.1 放射治疗行业投资分析
12.1.1 放射治疗建设规模分析
12.1.2 放射治疗投资规模分析
12.1.3 放射治疗投资主体构成
12.1.4 放射治疗投资资金来源
12.1.5 放射治疗投资项目建设
12.1.6 放射治疗新建、扩建和改建投资
12.2 民营资本投资放射治疗的形式
12.2.1 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创办
12.2.2 申办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
12.2.3 独资买断停办的国有企业
12.2.4 采用委托经营的方式
12.3 放射治疗行业融资分析
12.3.1 放射治疗融资现状
12.3.2 放射治疗融资模式
（1）上市融资
（2）银行贷款
（3）租赁融资
12.3.3 放射治疗融资障碍
12.3.4 放射治疗融资对策
12.4 放射治疗行业投融资前景
12.4.1 放射治疗投资前景分析
12.4.2 放射治疗融资前景分析
第十三章 放射治疗行业投资价值分析评估
13.1 放射治疗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3.1.1 放射治疗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3.1.2 放射治疗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13.1.3 放射治疗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3.2 2022-2028年放射治疗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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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有利因素
13.2.2 不利因素
13.3 2022-2028年放射治疗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13.3.1 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13.3.2 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13.3.3 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13.3.4 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第十四章 中国放射治疗行业授信风险分析
14.1 行业环境风险分析
14.2 行业产业链风险分析
14.2.1 药品降价风险提示
14.2.2 对医疗器械行业依赖风险提示
14.2.3 消费者风险分析及提示
14.2.4 上游行业向放射治疗延伸风险提示
14.3 行业授信机会及建议
14.3.1 总体授信机会及建议
14.3.2 子行业授信机会及建议
14.3.3 区域授信机会及建议
14.3.4 分企业类型授信机会及建议
14.4 产业链授信机会及建议
14.4.1 医药行业授信机会及建议
14.4.2 医疗器械行业授信机会及建议
14.4.3 健康管理服务行业授信机会及建议
第十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15.1 报告研究结论
15.2 投资建议 (ZY TL)
详细请访问：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2201/992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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