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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以及中美关税问题，奠定了 2019 年环氧

丙烷市场需求面难以有超常发挥基调。供应方面，红宝丽 12 万吨/年环氧丙烷装置，年初投产到负荷逐步

提升，华东市场自给率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外环氧丙烷进口方面在 2019 年也有不错的表现。环氧丙

烷市场整体开工率提升、进口量增加、以及新增产能投放，供应端逐渐宽裕，使得环氧丙烷在市场中话语

权在下游淡旺季切换中表现的均不似往日“辉煌”。2019 年无论是环氧丙烷价格或者利润在今年上下游共

同影响下，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改变。2019 年隆众环氧丙烷年度报告将从国内装置开工、产能、产量、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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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对国内外环氧丙烷市场的现状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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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实的数据解读 2019-2020 年环氧丙烷行业现状； 

2）专业、多元角度剖析环氧丙烷产业链行业前景及亮点； 

3）进口货源创下新高对环氧丙烷市场影响； 

4）新增待投放产能对环氧丙烷后市发展影响。 

涉及产品：环氧丙烷、丙烯、液氯、聚醚多元醇、丙二醇、碳酸二甲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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