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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航运市场表现疲软，内贸船燃需求量整体萎缩 15%左右，同时环保和税务等因素令行业发展举

步维艰。随着 2020 年临近，IMO 政策实施在即，全球船燃低硫化给中国船燃市场带来新的供需格局。 

国产燃料油在环保因素及炼厂配套装置调整过程中，商品结构也发生悄然变化。同时，燃料油一般贸

易出口退税政策在各单位推动下逐步落实，低硫燃料油资源的供应将产生巨大变化，中国内贸、保税燃料

油市场因此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目前中石化布局 10 家炼厂、中石油布局 8+1 家炼厂，进行

低硫燃料油的生产供应计划。另外，不同税号下的低硫船用燃料油混兑项目已陆续开展。船用市场仍将是

燃料油行业重点发展方向。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燃料油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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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等方面对中国燃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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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燃料油产销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燃料油成本利润的分析，帮助了解企业运行状况； 

3）通过多维度解析燃料油进出口市场，对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了然于心； 

4）通过跟踪产品消费结构变化，更好反应中国燃料油未来格局变化特征，为企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油浆、渣油/沥青料、蜡油、页岩油、稀释沥青、内贸船用 180cst/120cst 燃料油、4#燃

料油、保税 380cst 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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