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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国内沥青市场热点频出，大炼化行业发展初期对沥青市场的“非针对性”冲击、中石化主营炼

厂渣油加氢项目的发展等都使得国内沥青市场波动明显，这些沥青行业之外的市场因素将会持续影响国内

沥青行业。 

市场供需面来看，委内瑞拉局势震荡，中燃油马瑞贴水上涨都使得沥青市场供应端担忧加重，同时考

虑炼厂在成品汽柴油方面的低利润、高库存也使得炼厂在生产沥青方面积极向有所增加，除去供应端的推

动之外，“十三五”最后两年的需求预期也给了市场一定的动力，但是整体需求来看，受到资金紧张等因

素影响，今年市场需求略显低迷，二季度国家推出地方专项债券来缓解地方政府基建资金压力。三季度马

瑞原油断供消息频出，以及北方地区各项大型活动，停工限产消息不断，成为大家关心的重点。2020 年市

场环境依旧严峻，新增产能不断释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环保持续严抓，未来石油沥青市场将何去何从？ 

《隆众资讯 2019-2020 中国石油沥青市场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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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等方面对中国沥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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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跟踪近年石油沥青产能产量、库存、开工率和下游需求等数据，对市场供需格局一目了然； 

2）分析生产成本和利润对石油沥青的影响，帮助了解整体市场行情； 

3）解析石油沥青进出口市场，各个来源国供应量分析，了解国内表观消费量变化； 

4）从行业需求及主流产品消费结构分析下游相关产品，反应中国石油沥青未来格局变化特征。 

涉及产品：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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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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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竞争格局 

9.2 进入者 

 

专题： 

本年度热点和政策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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