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1 

   

  

ANNUALREPORT 

联系人：吕倩  

 

2019 隆众年度报告 

粘胶短纤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2 

摘     要 

2019 年的粘胶短纤市场在供需失衡的矛盾状态下价格刷新了历史新低。行业自 2015 年初的触底直至

到 2017 年初触顶，随后经历了 1.5 年 14000-15800 承兑的震荡后，自 2018年 12月份开始明显下滑，至

今粘胶短纤已经历了长达 1 年有余的连续回落状态，年内不论是利润还是开工，同比分别出现 155%、6.87%

的下滑，而库存水平呈现 68.8%的增长。 

行业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已倒逼 2 家企业退出粘胶短纤市场，但供需失衡状态却依旧未有改善，相反，

常规棉型粘胶短纤竞争如火如荼状态下，莱赛尔纤维产量已悄然增长，面对莱赛尔未来 5 年的快速发展，

粘胶短纤份额仍或受到部分切割。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粘胶短纤市场年度报告》将依托详实、高频的数据跟踪，对隆众资讯原始

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协会等权威数据进行对比、筛选，通过图表、文字等方式展示，并从供

需、价格、上下游、宏观等方面对中国粘胶短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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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历史 5 年粘胶短纤产销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粘胶短纤原料成本利润的分析，判断行情变化特点； 

3）了解下游主产区生产特点以及发展变化； 

4）追踪未来 5 年莱赛尔纤维发展计划。 

涉及产品：粘胶短纤、人棉纱、涤粘纱、人棉布、烧碱、溶解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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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本年度热点和政策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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