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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橡胶促进剂行业运行目前形势良好，近几年我国橡胶促进剂产品市场量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随着我国橡胶促进剂行业运行需求市场的不断扩大增长，我国橡胶促进剂行业运行

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2009-2015年中国橡胶促进剂（38121000）进出口数据统计表  年份 出口（千克、千美元） 进口

（千克、千美元）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09年 35455305 89,108 16038706 62,684   2010年

69105552 196,708 16958421 79,626   2011年 67732819 217,860 15368748 80,484   2012年 61723694

185,691 13422376 72,906   2013年 89942586 278,853 14984436 73,919   2014年 ** ** ** **   2015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中国信息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橡胶促进剂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分析报告》。内容严

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前景，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规划建议决策的重要决策依

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博思数据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具体产品有行

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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