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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2018 年新疆国泰投入市场，2019 年国内 BDO 市场延续去年下半年的下行走势，上半年一直跌跌

不休，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加上年内环保严查、安全生产大检查，部分下游及终端企业

被迫关停整改或降负生产，采购积极性不高，供需失衡态势愈演愈烈。原料电石、甲醇交替涨跌，成本面

支撑坚挺，BDO 工厂一直存有挺市意向，在 4-5 月份，大部分工厂开始轮流停车检修，厂家开始借机炒涨，

虽未显涨势，但起到了止跌企稳的效果。直至 7 月下旬，因义马爆炸，开祥装置停车进行安全排查，同时

部分工厂正值检修，推涨迹象开始显现，但受需求疲软钳制，涨幅不大，后又进入僵持阶段。虽说“金九

银十”，但涨势并未如期出现。且 2019 年底 2020 年初有陕西黑猫、延长石油等新增产能入场，2020 年国

内 BDO 市场走势又会如何？内需不足，迫使出口企业积极加大出口数量，进出口也较往年发生变化。2019

年隆众 BDO 年度报告将从国内 BDO 装置开工、产能、产量、下游需求、进出口等相关数据，全方位为您系

统梳理 2019 年现状，并展望 2020 年市场走势。 

本报告对国内 BDO 市场的现状格局、供求状况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方面、多角度阐述市场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市场需求和市场前景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和预测，结合市场发展趋势为您做出市场操作

建议以及风险提示。 

核心内容： 

1） 分析国内 BDO 市场现有产能、产量、开工率、新增产能，分析对后市的影响； 

2） 分析供需格局，找到未来市场供需的切入点； 

3） 海关数据解读，展望后市进出口新格局； 

4） 分析下游行业需求占比，洞悉产业链发展变化； 

5） 多角度分析预测国内 BDO 市场后市发展。 

涉及产品：BDO、甲醇、电石、THF、PTME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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