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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一场疫情，打乱了市场原有的节奏，国际油价黑天鹅事件频发，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我国液化气市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美产资源进口关税豁免到 LPG 期货、期权上市，液化气市场

以创新应万变。这一年，注定不凡，上半年在疫情肆虐横行以及油价下跌压力之下，液化气供需两淡，上

游去库存难度加大，这种局面持续至二季度；面对“危”与“机”的考验，下半年随着复苏浪潮涌来，液

化气市场掀开新的篇章。 

展望 2021 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紧张，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国内液化石油

气市场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隆众资讯将依托详实、高频的数据跟踪，对市场供需格局、成本利润、企业

发展、宏观环境、后市展望等角度对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深度分析、论述，为您的决

策提供有力依据。 

核心内容： 

1）详细跟踪近 5年液化石油气产销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进行详尽阐述； 

2）通过全面解析液化石油气市场集中度、生产成本及利润等方面，对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进行分析； 

3）多维度解析液化石油气进出口市场，通过历年进出口数据分析进出口格局变化； 

4）结合上下游相关产品需求结构变化，对液化石油气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及格局变化进行深度分析，为

企业决策提供方向性的思路和参考。 

相关产品年报推荐：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溶剂油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特种溶剂油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 MTBE 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调油产业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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