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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粉末涂料市场化进程速度放缓，上游原料则继续面临产能扩产带来的过剩问题。上半年中国新

戊二醇市场新增产能陆续释放，沾化瑜凯、江苏华昌装置正式投产，后市仍有部分加氢生产企业扩产计划

仍在进行之中，“产能过剩”将成为未来新戊二醇市场主要代名词。其相关联树脂原料如 PTA、三羟甲基

丙烷、间苯二甲酸等产品同样处于供应提升趋势。     

中国新戊二醇行业产能在近两年内高速发展，使其从供应短缺迅速向过剩迈进。2018 年中国新戊二醇

市场价格重心接连探底运行，进入 2019 年伴随新增产能的陆续释放，下游粉末用聚酯树脂行业需求增速

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国际宏观经济影响下，涂料行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产业链升级转型刻不

容缓。作为粉末涂料用聚酯树脂主要原料的新戊二醇等产品受到多方利空冲击在 2019 年上半年内价格纷

纷跌至冰点，再度引发业内人士对未来行业发展关注及思考。 

核心内容： 

1）通过详细跟踪近 5 年新戊二醇产销、毛利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深入剖析； 

2）通过对上游原料与下游需求变化发展趋势以及价格联动性分析，帮助客户了解产品价格波动特点； 

3）通过对比过去五年进出口情况变化结合国内新戊二醇产能增长情况，让未来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

更加清晰； 

4）树脂采购原材料影响因素有变，对市场供需结构调整趋势多维度讲解，为客户带来探究采购的新

方向； 

5）下游涂料市场以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指引、全球贸易环境剧烈震荡下，涂料

原料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异丁醛、新戊二醇、聚酯树脂、粉末涂料、白色家电、建筑涂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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