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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聚醚产能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工厂整体开工不高，企业间竞争愈加激烈，产能过剩格局难改。

年内环保压力继续加大，聚醚以及下游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剧增，同时进口货源进军中国热情不减，而汽车、

房地产、家具等诸多行业低迷不振下，行业洗牌逐日加剧。2019 年聚醚价格整体表现疲软，市场新低不断

刷新，“金九银十”日渐消弭，新增产能不断释放，且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叠加环保严查不减，国际贸易

形势严峻，未来聚醚市场又将如何发展呢？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聚醚多元醇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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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详细跟踪近 5 年的聚醚产销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了然于心； 

2）通过对聚醚多元化原料成本利润的分析，让企业愈加掌握市场变化趋势； 

3）通过多维度解析聚醚进/出口市场，让业者对进/出口市场格局一目了然； 

4）对行业热点进行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市场需求和市场前景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和预测，

结合市场发展趋势为企业做出市场操作建议以及风险提示； 

 5）从行业需求变化及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对比分析下游相关产品，更好的反应出未来聚醚市场格

局的变化特征，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丙烯、液氯、环氧丙烷、丙烯腈、苯乙烯、甘油、丙二醇、工业白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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