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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全年基础油市场整体呈现“旺季不旺”的局面，受成品油税控及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传统

意义下的旺季推迟，下游需求采买不畅，整体呈现不温不火的局面。截止 2019 年 6 月，基础油生产总量

344.5 万吨，进口量为 152.4 万吨，基础油表观消费量为 495.52 万吨，而上半年国内润滑油需求量大概为

360 万吨，供大于求，市场供需矛盾非常明显。基础油供需已经到了严重失衡的程度，基础油销售竞争进

入了白热化阶段。未来两年市场环境依旧严峻，新增产能不断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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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基础油市场将何去何从？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基础油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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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等方面对中国基础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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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跟踪近 2 年基础油产销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基础油原料成本利润的分析，帮助了企业运行状况； 

3）通过多维度解析基础油进出口市场，让对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了然于心； 

4）下游相关产品从行业需求变化及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变化，更好反应中国基础油未来格局变化特征，

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基础油、白油、减线油、再生油、橡胶油、加氢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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