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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二章。报告是博思数据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

您提供详尽的内容。博思数据在其多年的行业 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

，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医药研发外包行业研究报告是2014-2015

年度，目前国内 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

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精细化工是当今化学工业中最具活力的新兴领域之一，是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细化

工产品种类多、附加值高、用途广、产业关联度大，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诸多行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的各个领域。     大力发展精细化工己成为世界各国调整化学工业结构、提升化学工

业产业能级和扩大经济效益的战略重点。精细化工率（精细化工产值占化工总产值的比例）

的高低己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化学工业发达程度和化工科技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原油：下半年大跌为最大变化 

    2014年度对化工行业上游原材料影响最大的是下半年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下跌。IPE布油从年

初111美元/桶下跌至60.08美元/桶，跌幅达45.8%， 创09年以来新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供需结构上，全年基本维持偏宽松的局面，库存相对高企，特别下半年

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1月末决定维 持产量不变后，最近几

周油价持续熊跌，近日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俄罗斯也表示不计划减产更是雪上加霜。全球原

油供应充足，同时，在宏观经济较为弱势的大背景 下，世界范围内对原油的需求较为疲弱，

这也加速了原油价格的下跌趋势。 三地原油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新加坡石脑油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农药制剂：具有高度分散性、差异化和多样性

    与北美等发达地区相比，中国农药制剂行业需求具有高度分散性、差异化和多样性的特点

，作为龙头型企业，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未来随着行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土地流

转带来的农业生产集中化、环保政策趋严等因素的影响，农药制剂企业行业整合是必然趋势

。 我国农药制剂上下游产业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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