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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己二酸行业在中国工业化生产 40 年来，经历高速扩能、释放，目前进入行业整合阶段。2019 年，内

外围多重事件、政策共同影响，市场处于高频次、低波段运行状态，行业新特点显著，较稳定获利情况亦

使场内闲置装置蠢蠢欲动。而 2020 年华峰、华鲁两大具有较明显特点的主力供应商再扩能、释放，行业

竞争再升级？且看主力业者如何延伸产业链、扩展市场份额，各显神通！国际主力下游尼龙领域原料端仍

扼制中国市场咽喉，意向投产项目遍地生花，能否真的带动己二酸产业结构优化仍待关注，聚氨酯类快速

发展仍是短期市场发展支撑点。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己二酸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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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等方式详尽展示，并从

供需结构、价格规律、上下游生存和竞争、宏观等方面对中国己二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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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己二酸产销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找到未来市场切入点； 

2）通过对己二酸与原料变化趋势的相关性分析，为市场价格走向提供判断论据； 

3）己二酸完成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变，多维度解析己二酸进出口市场，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4）分析下游行业发展及变化规律，洞悉产业链方向。 

涉及产品：纯苯、聚酯多元醇、浆料、鞋底、TPU、尼龙 66、己内酰胺、环己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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