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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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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
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17），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属于“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细分属于“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C395）”中的“
影视录放设备制造（C3953）”。
1、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体制
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其主要职责包括提出产业发展
战略、拟定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依法对信息产业实行监管，制订相关技术标准，实行
必要的经营许可制度；根据产业政策与技术发展政策，引导与扶植行业的发展，指导产业结
构调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下属机构对本行业产品实施质量监督管理。
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的自律性管理机构为中国通信工业协会（CCIA）、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CACE）等。
2、行业法律法规
在我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如下：
序号
法规名称
颁布机构及时间
主要内容
1
《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修订）
规定了实行进网许可制度的电信设备必须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进网许可证；未获得进
网许可证的，不得接入公用电信网使用和在国内销售。
2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现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09年）
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必须经国家制定的机构认证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并加
施认证标志后，方能出厂销售。
3
《电信设备证后监督管理办法》
原信息产业部（2005年）
规定了对于已获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含试用批文）的企业的电信设备质量及进网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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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制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2016修订）》
国务院（2016年2月6日）
电信监管和电信运营的综合性法律文件。规定国家对电信终端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和涉及
网间互联的设备实行进网许可制度。接入公用电信网的电信终端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和涉
及网间互联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取得进网许可证。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3、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
序号
名称
发布机构及时间
相关的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国务院（2016年3月）
提出“推动各类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办好开放大学，发展在线教育和远程教育，整合各类数
字教育资源向全社会提供服务”；“提升健康信息服务和大数据应用能力，发展远程医疗和智
慧医疗”。
2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3月）
提出要“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推行电子政务”；“逐步建立以公民和企业为对象、以互联网
为基础、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持续推进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医疗服务信息化，改进医院管理，开展远程医疗”。
3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国务院（2006年2月）
提出将“以视、音频信息服务为主体的数字媒体内容处理关键技术”和“个体生物特征识别、物
证溯源、快速筛查与证实技术以及模拟预测技术，远程定位跟踪、实时监控、隔物辨识与快
速处置技术及装备”列为国家科技战略发展的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4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国家发改委（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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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编解码设备”、“数字摄录机、数字录放机”被列为鼓励类产业。
5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2013年10月）
以面向基层、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远程影像诊断、远程会诊、远程监护指导、远程手术指导
、远程教育等为主要内容，发展远程医疗。
6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
工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2月28日）
按照“4K先行、兼顾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相关领域的应用。
到2020年，4K摄像机、监视器、切换台等采编播专用设备形成产业化能力。强化应用牵引
，加大超高清电视关键制播设备的研发力度，支持超高清影视摄像机、极低照度摄像机等视
频采集设备研发。
7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教育部（2016年6月）
发展目标中提出“发展在线教育与远程教育，推动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向全社会提
供服务”。
8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8年）
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
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启动实施教师教育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计划，遴选认定200门教师教育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动在线开放课程
广泛应用共享。
9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2019年）
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多采用电视电话和网络视频会议等
具体措施。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远程视频接访办法（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12月）
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拓宽远程视频接访系统的应用范围。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通过
该系统开展询问当事人、上下级会商案情、公开听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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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高人民法院远程视频接访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4月）
远程视频接访工作坚持重心下移、公开依法、便民及时的原则，努力减少群众涉诉上访负担
，努力实现从走访到远程视频接访的申诉信访模式转变。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Y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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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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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东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音视频通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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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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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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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音视频通讯设备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音视频通讯设备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音视频通讯设备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音视频通讯设备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音视频通讯设备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音视频通讯设备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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