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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2019 年宏观形势多变，贸易局势紧张、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外围不确定因素背景下，国内再生 PET

如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走势被动震荡。另国内各省专项环保行动依旧层出不穷，对全国各地的再生 PET

市场的整顿、规范频度和密度不减。故 2019 年政策面的导向对国内再生 PET 的影响明显。价格走势方面，

2019 年再生 PET 价格涨跌走势较鲜明，低位僵持运行的特点。 

2020 年市场环境依旧严峻，PTA 新增产能不断释放，大化纤及仿大化价差进一步窄缩，原生新料往再

生行业渗透野心勃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环保持续严抓，中美贸易战不知何时休的大背影下，未来再生

PET 行业将何去何从？进口政策还有那些变数？规模型企业的优势如何体现？新料的反替代影响多大？隆

众资讯将在再生 PET 年度分析报告中一一为您解答。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再生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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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等方面对中国聚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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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跟踪 2019 年再生 PET 行业供应量、需求量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再生 PET 瓶片产品的具体行情走势分析，规模型企业迎来发展良机，梳理规模型企业发展

思路； 

3）下游相关产品从行业需求变化及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变化，更好反应中国再生 PET 行业未来格局变

化特征，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再生 PET、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毛瓶瓶砖、再生化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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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本年度热点和政策及其分析 

图表目录 

方法论 

数据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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