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 | 数据 | 快讯 | 分析 | 咨询 | 会议 

PRICE | DATA | NEWS&ALERTS | FORECASTS | CONSULTING | EVENTS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1 

 

编辑：宋洋           

邮箱：lzftcy@oilchem.net 

电话：0533-2591926             

传真：0533-2591999 

纯苯 

http://www.oilchem/


价格 | 数据 | 快讯 | 分析 | 咨询 | 会议 

PRICE | DATA | NEWS&ALERTS | FORECASTS | CONSULTING | EVENTS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1 

 

摘     要 

2020 年纯苯大跌之后缓慢修复。一季度卫生事件肆虐，受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影响，纯苯价格大幅跳水，

跌至 20 年内新低。但在低谷之后，随着场内投机增加，价格得以迅速反弹。然而好景不长，二三季度，低

价原料提振国内炼厂生产积极性，地炼开工率冲至历年高位；而国外需求的低迷，也驱使各国纯苯进入中

国市场套利。港口库存因此尾大不掉，成为压制市场价格的一块心病，纯苯价格走势开始背离原油，反弹

缓慢。随着下游需求回暖，新增装置陆续入场，参与者怀着对需求恢复的期望进入第四季度后…… 

展望 2021 年，全球经济仍存复苏阶段，市场环境依旧严峻，国内纯苯价格能否回归往昔价位？隆众资

讯从供需格局、成本利润、企业发展、宏观环境、后市展望等角度对中国纯苯行业现状及未来进行深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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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纯苯产销存等数据，市场供需形势用数据说话； 

2）通过对纯苯及下游产品成本利润的分析，帮助了解产业链运行状况； 

3）解析纯苯进出口局势，对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紧密跟踪； 

4）从产品消费结构变化上展示上下游情况，展望纯苯产业链未来格局，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相关产品年报推荐：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原油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苯乙烯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苯酚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苯胺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己内酰胺市场年度报告》 

《隆众资讯 2020-2021 中国己二酸市场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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