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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以来，再生聚酯短纤市场多数时间呈现出货缓慢、价格弱势下滑态势，再生聚酯短纤企业的日

子过的相当艰辛。你是否会好奇，为何他们的日子很艰辛？首先，中美贸易摩擦、国际国内需求欠佳，终

端企业长时间维持低负荷开工；其次，相关产品大化纤、原生中空短纤的打压及挤占；再次，还有进口原

料遥不可及，国内原料货紧价高，再生聚酯企业成本压力高企。在多方合力挤压下，再生聚酯短纤企业的

日子过的十分艰辛实在不足为奇。年内再生聚酯短纤市场出货差、开工低、盈利差，已经成为了市场的

“新常态”。 

目前再生聚酯短纤市场进行行业的转型升级和行业洗牌已是大概率的事情，再生聚酯短纤企业将如何

应对相关产品产能持续扩张带来的危机？再生 PET 回收处理方法是否存在新突破，差异化和功能性产品、

高端再生短纤需求如何?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再生聚酯短纤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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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等方面对中国再生聚酯短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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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年再生聚酯短纤市场价格及产销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再生聚酯短纤成本利润的分析，帮助了解企业运行状况； 

3）对于市场人士最为关注的部分：相关产品对本行业未来发展局势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分析，数据详

实，极具说服力； 

4）未来消费格局分析，从行业需求变化及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变化预期着手，更为精准的预测未来 1

年下游各行业发展前景及变化趋势预测，企业决策提扎实的供理论支撑。 

涉及产品：涤纶短纤、原生中空、再生 PET、纯涤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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