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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国内乙二醇行业迎来新一轮的扩能高峰，其中中海油壳牌二期 48 万吨、华鲁恒升二期 50 万吨、

黔希煤化 30 万吨、中盐红四方 30 万吨、内蒙古易高 12 万吨以及新疆天盈的 15 万吨乙二醇装置先后投产，

国内乙二醇产能已经达到 1093.1 万吨。但新增产能以煤制货源为主，大量的进口资源依旧竞相争夺中国

聚酯市场，年内主港库存不断攀升，供应压力大幅增加。那么未来几年，在聚酯需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乙

二醇将迎来何种挑战，煤制货源的应用占比能否提升？行业进口依存度又将发生何种变化？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乙二醇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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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等方面对中国乙二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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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乙二醇行业产量、产量、开工率、库存、需求量及进出口等数据，让您对市

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乙二醇多种工艺成本及利润的分析，帮助企业了解行业运行状况； 

3）从下游各领域分析行业消费结构变化，及未来需求领域发展趋势，更好反应中国乙二醇未来格局

变化特征，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乙二醇、PTA、聚酯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3 

目     录 

第一章 宏观经济 

第二章 产品概述 

第三章 市场概述 

第四章 供需平衡 

第五章 供应格局 

5.1 产能 

5.1.1 2015-2019 年乙二醇产能变化趋势 

5.1.2 2015-2019 年乙二醇产能变化原因分析 

5.2 开工及产量 

5.2.1 2015-2019 年乙二醇开工及产量变化趋势 

5.2.2 2015-2019 年乙二醇开工及产量变化原因分析 

5.3 库存 

5.3.1 2015-2019 年乙二醇库存变化趋势 

5.3.2 2015-2019 年乙二醇库存变化原因分析 

5.4 成本 

5.4.1 2015-2019 年乙二醇生产形式变化趋势 

5.4.2 2015-2019 年乙二醇生产成本变化趋势 

5.4.3 2015-2019 年乙二醇生产成本变化原因分析 

5.4.4 2015-2019 年乙二醇仓储流通形式变化趋势 

5.4.5 2015-2019 年乙二醇仓储流通成本变化趋势 

5.4.6 2015-2019 年乙二醇仓储流通成本变化原因分析 

5.4.7 近年综合成本变化趋势 

5.5 利润 

5.5.1 2015-2019 年乙二醇盈利模式变化趋势 

5.5.2 2015-2019 年乙二醇利润变化趋势 

5.5.3 2015-2019 年乙二醇利润变化原因分析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4 

第六章 需求格局 

6.1 需求结构 

6.1.1 2015-2019 年乙二醇中国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6.1.2 2015-2019 年乙二醇中国需求结构变化原因分析 

6.2 消费量 

6.2.1 2015-2019 年乙二醇实际消费量变化趋势   

6.2.2 2015-2019 年乙二醇实际消费量变化原因分析 

6.3 下游 

6.3.1 乙二醇下游各行业客户规模及需求变化分析 

6.3.2 乙二醇下游主要消费行业的主要消费区域客户规模及需求变化分析 

6.3.3 乙二醇下游各行业采购经理指标 

第七章 进出口 

7.1 进口 

7.1.1 2015-2019 年乙二醇进口变化趋势 

7.1.2 2015-2019 年乙二醇进口变化原因分析 

7.1.3 2015-2019 年乙二醇进口成本及利润分析 

7.2 出口 

7.2.1 2015-2019年乙二醇出口变化趋势 

7.2.2 2015-2019 年乙二醇出口变化原因分析 

7.2.3 2015-2019 年乙二醇出口成本及利润分析 

第八章 价格预测 

8.1 供应预测 

8.1.1 2020 年乙二醇产能变化趋势预测 

8.1.2 2020 年乙二醇开工/产量变化趋势预测 

8.1.3 2020 年乙二醇进口量变化趋势预测 

8.1.4 2020 年乙二醇库存变化趋势预测 

8.1.5 2020 年乙二醇成本变化趋势预测 



 

 全国热线：400-658-1688  |  24 小时客服：0533-2591688  |   http://www.oilchem .net 

----- 能源化工资讯和价格指数供应商 ------ 

数据 | 报道 | 报告 | 会议 | 咨询 | 价格指数 

  REPORT | PRESENTATION | CONFERENCE | CONSULTING | PRICE INDEX 

5 

8.1.6 2020 年供应趋势 

8.2 需求预测 

8.2.1 2020 年乙二醇出口量变化趋势预测 

8.2.2 2020 年乙二醇消费变化趋势预测 

8.2.3 2020 年乙二醇下游需求变化趋势预测 

8.2.3.1 下游各行业的发展前景 

8.2.3.2 下游各行业产品产量预测 

8.2.4 2020 年需求趋势 

8.3 行业趋势预测 

8.3.1 2020 年乙二醇中国市场价格变化趋势预测 

8.3.2 2020 年乙二醇（全球）市场价格变化趋势预测 

8.3.3 期货市场走势及期现对比 

8.3.4 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变化趋势预测 

8.3.5 结论 

第九章 行业的未来发展 

9.1 竞争格局 

9.2 进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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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公司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