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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二乙二醇市场在低位持续的震荡整理，“萎靡不振、冷清、平淡、低位刚需”这些词已是

2019 年的高频词汇。就全年二甘醇市场来讲，国内供需矛盾不断升级，虽然国内供应量受乙二醇萎靡不振

因素影响，相比往年略有萎缩，但下游不饱和树脂年内依旧低开工、温和刚需的状态，导致市场商家对于

二甘醇市场信心不足，市场整体流动性较为有限。曾经以金融属性暴强的二乙二醇光芒已不再，转向供需

面主控价格的二乙二醇略显逊色。2020 年二乙二醇市场又将何去何从？未来行业内新增产能仍有投放，而

下游需求领域增长空间还有多少？伴随大炼化投产进程的加速，二乙二醇未来又将如何演绎？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二乙二醇市场年度报告》将通过高频率、更深入的行业横纵向数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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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表、文字等方式全方

位展示；在行业内大量数据支撑下，以多角度，多方面进行预测，为 2019 年二乙二醇市场的供需面以及

市场后期发展点亮明灯，也为正历经沙场的您做出市场操盘建议及风险提示。 

核心内容： 

1）通过详细跟踪近 5 年二甘醇的生产及库存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通过对二甘醇工厂方面的开工以及产量情况，协助了解工厂运行状况； 

3）通过历年数据深入解析二甘醇美金市场，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美金市场的格局变化。 

涉及产品：二乙二醇、苯乙烯、乙二醇、不饱和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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