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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合成树脂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咨

询研究报告》介绍了合成树脂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合成树脂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合成

树脂行业的现状、中国合成树脂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合成树脂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合成树脂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合成树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合成树脂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合成树脂的相关概述 第一节 合成树脂介绍 一、合成树脂的概念 二、合成树脂的分类 

三、合成树脂生产安全解读 第二节 合成树脂的生产方法 一、合成树脂本体聚合法 二、合成

树脂悬浮聚合法 三、合成树脂乳液聚合法 四、合成树脂溶液聚合法  第二章 合成树脂工业发

展状况全面分析 第一节 国际合成树脂工业状况 一、全球合成树脂工业的发展 二、全球合成

树脂市场剖析 三、世界合成树脂市场需求降低 四、日本四大合成树脂价格上调 五、印度塑料

聚合物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第二节 中国合成树脂产业分析 一、我国合成树脂行业的特点 二、

中国合成树脂市场消费情况回顾 三、合成树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 四、金融危机下

我国合成树脂工业的发展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合成树脂行业全面剖析 一、2015年中国合成

树脂行业呈良好态势 二、2016年我国合成树脂产能和消费量劲增 三、2017年我国合成树脂市

场发展现状 第四节 中国台湾合成树脂产业深度分析 一、台湾合成树脂产业结构与特性 二、

台湾合成树脂产业产销概况 三、台湾合成树脂产业发展难题与思考 第五节 中国合成树脂行业

发展问题及策略 一、制约中国合成树脂行业发展的瓶颈 二、中国合成树脂产业面临产能过剩

危机 三、我国合成树脂市场发展面临三重压力 四、我国合成树脂产业发展建议 五、自主创新

助推合成树脂行业发展  第三章 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行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

节 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经济规模 一、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业销售规模 二、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利润规模 三、2015-2017

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资产规模 第二节 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

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一、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亏损面 二、2015-2017年

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销售毛利率 三、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

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四、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销售利润率 第三节 

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一、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二、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流动资产

周转率 三、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总资产周转率 第四节 中国初级形

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一、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



造业资产负债率 二、2015-2017年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 第五节 中

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一、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二、影响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财务状况的经济因素分析  第

四章 中国合成树脂产品产量分析 第一节 2015-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乙烯树酯产量分析 一

、2015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乙烯树酯产量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乙烯树酯产量分

析 三、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乙烯树酯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15-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氯乙

烯树脂产量分析 一、2015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氯乙烯树脂产量分析 二、2016年全国及主要省

份聚氯乙烯树脂产量分析 三、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氯乙烯树脂产量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

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丙烯树脂产量分析 一、2015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丙烯树脂产量分析 二

、2016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丙烯树脂产量分析 三、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聚丙烯树脂产量分

析  第五章 聚乙烯（PE） 第一节 聚乙烯的相关概述 一、聚乙烯简介 二、聚乙烯的分类与性能

三、聚乙烯生成原理 四、聚乙烯的工艺流程 第二节 全球聚乙烯工业发展状况 一、全球聚乙

烯工业发展综述 二、全球聚乙烯生产工艺研究进展 三、全球聚乙烯市场供需概况 四、世界聚

乙烯消费分析 五、全球聚乙烯市场供应浅析 六、韩国聚乙烯出口量增长 七、俄罗斯聚乙烯产

量增长强劲 第三节 中国聚乙烯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聚乙烯市场综述 二、我国聚乙烯市场

供需状况 三、2015年我国聚乙烯市场呈上涨态势 四、2015年我国聚乙烯需求增长 五、2016年

我国聚乙烯产能持续扩大 六、2016年我国聚乙烯市场行情综述 第四节 聚乙烯工业问题及建议

一、我国聚乙烯工业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聚乙烯工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三、我国聚乙烯行业应

着重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第五节 聚乙烯发展趋势 一、全球聚乙烯行业将面临产能过剩问题 二

、未来全球聚乙烯产业预测 三、国内聚乙烯市场未来的变化  第六章 聚氯乙烯（PVC） 第一

节 聚氯乙烯概述 一、聚氯乙烯的概念及分类 二、聚氯乙烯化学和物理特性 三、聚氯乙烯的

工艺流程 四、聚氯乙烯的用途 第二节 世界聚氯乙烯市场调研 一、世界PVC生产供给状况 二

、国际PVC需求分析 三、北美PVC市场行情 四、中东PVC市场行情 五、欧洲PVC市场行情 第

三节 中国聚氯乙烯行业发展分析 一、解读我国聚氯乙烯行业的政策环境 二、中国聚氯乙烯树

脂工业发展历程 三、中国聚氯乙烯行业状况解析 第四节 我国聚氯乙烯市场详解 一、我

国PVC生产状况分析 二、我国PVC市场消费总析 三、我国PVC市场贸易剖析 四、影响PVC市

场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 第五节 聚氯乙烯行业发展的问题 一、制约我国PVC行业发展的瓶颈 

二、中国聚氯乙烯产业内忧外患 三、聚氯乙烯行业亟待整合 第六节 聚氯乙烯行业发展的策略

措施 一、中国聚乙烯产业的发展之路 二、产业升级促中国聚氯乙烯发展 三、聚氯乙烯行业联

手下游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聚氯乙烯再续五年反倾销措施 第七节 聚氯乙烯行业前景趋势

分析 一、全球PVC树脂需求将呈增长态势 二、未来全球聚氯乙烯市场将不断上升 三、我

国PVC行业复苏加快行业前景调研看好 四、我国PVC市场或将出现“三高”现象 五、未来我



国聚氯乙烯高速扩张的态势仍然强劲  第七章 聚丙烯（PP） 第一节 聚丙烯相关介绍 一、聚丙

烯概述 二、聚丙烯的工艺流程 三、聚丙烯的加工 第二节 世界聚丙烯行业综述 一、世界聚丙

烯行业总体分析 二、北美地区聚丙烯产业剖析 三、西欧地区聚丙烯产业总析 四、日本聚丙烯

行业生产及消费状况 五、俄罗斯选择巴赛尔先进技术生产聚丙烯 第三节 中国聚丙烯行业发展

分析 一、我国聚丙烯工艺发展历程 二、中国聚丙烯工业发展呈现的特点 三、中国聚丙烯市场

发展综述 第四节 2015-2017年中国聚丙烯市场发展解析 一、2015年中国聚丙烯行业总析 二

、2016年中国聚丙烯市场价格分析 三、2016年中国聚丙烯进口状况 四、2017年中国聚丙烯市

场价格分析 第五节 聚丙烯技术的发展与思考 一、我国聚丙烯装置工艺技术的发展 二、我国

聚丙烯生产工艺技术评述 三、全球聚丙烯生产技术的发展动向 第六节 聚丙烯应用领域分析 

一、聚丙烯在汽车工业领域需求日益增长 二、茂金属聚丙烯产品应用领域需求加大 三、瓶用

聚丙烯市场蕴含商机 第七节 解析中国聚丙烯业发展的难题与策略 一、国内聚丙烯产业发展瓶

颈 二、中国聚丙烯大量依赖进口 三、面对产能过剩中国聚丙烯应加快发展 四、“十三五”期

间我国聚丙烯行业发展的建议 第八节 未来聚丙烯行业发展预测 一、未来全球聚丙烯将明显出

现产能过剩现象 二、中国进口美国PP数量将急剧萎缩 三、未来我国聚丙烯行业竞争更激烈  

第八章 聚苯乙烯（PS） 第一节 聚苯乙烯相关概述 一、聚苯乙烯简介 二、聚苯乙烯的合成与

加工 三、超高分子量聚苯乙烯介绍 四、常用聚苯乙烯的改性材料 第二节 全球聚苯乙烯发展

分析 一、世界聚苯乙烯市场回顾 二、世界聚苯乙烯需求分析 三、欧洲市场发泡聚苯乙烯包装

材料受青睐 第三节 中国聚苯乙烯行业全面分析 一、我国聚苯乙烯市场发展回顾 二、我国聚

苯乙烯市场现状分析 三、中国聚苯乙烯树脂产能增长快速 四、2016年中国聚苯乙烯市场调研 

五、2016年国内聚苯乙烯市场发展态势 六、中国聚苯乙烯市场出口浅析 第四节 聚苯乙烯生产

技术进展分析 一、聚苯乙烯本体聚合工艺技术 二、聚苯乙烯悬浮聚合工艺技术 三、聚苯乙烯

技术开发重点 第五节 聚苯乙烯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一、全球聚苯乙烯产业潜伏危机 

二、聚苯乙烯市场出现“萎缩” 三、制约我国聚苯乙烯工业发展的三大瓶颈 四、发展中国聚

苯乙烯行业的建议  第九章 ABS树脂 第一节 ABS树脂相关介绍 一、ABS树脂概述 二、ABS的合

成及加工 三、ABS常用注塑工艺 第二节 全球ABS树脂市场解析 一、世界主要地区ABS产能分

布状况 二、世界ABS树脂市场调研 三、世界ABS树脂产业状况 第三节 中国ABS树脂产业发展

状况 一、我国ABS树脂产业回顾 二、2015年中国ABS树脂进口出口解析 三、2016年中国ABS树

脂进口状况 四、2017年中国ABS树脂进口状况 第四节 解析ABS树脂工业生产技术 一、ABS树

脂工业生产技术综述 二、ABS树脂乳液接枝—本体掺混生产技术 三、ABS树脂连续本体聚合

法 四、国外ABS专利及其技术发展状况分析 五、国内外ABS产品的开发应用状况 第五节 ABS

树脂行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ABS树脂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ABS树脂行业发展的建

议 三、中国ABS树脂生产企业投资策略 第六节 中国ABS树脂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ABS树脂



市场供需预测 二、我国ABS树脂生产能力预测 三、ABS树脂消费领域发展趋势  第十章 合成树

脂上市公司 第一节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氯碱化工经营状况

分析 三、2016年氯碱化工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7年氯碱化工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 四川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金路集团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6年金路集团经营状

况分析 四、2017年金路集团经营状况分析 第三节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佛塑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6年佛塑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7年佛塑股份经

营状况分析 第四节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沧州明珠经营状况

分析 三、2016年沧州明珠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7年沧州明珠经营状况分析 第五节 茂名石化实

华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茂化实华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6年茂化实华经营状

况分析 四、2017年茂化实华经营状况分析 第六节 南宁化工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南化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6年南化股份经营状况分析 四、2017年南化股份经

营状况分析 第七节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二、成长能力分析 三、营运能

力分析 四、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合成树脂应用领域透析 第一节 塑料工业 一、我国塑料制

品业发展的特点 二、2016年中国塑料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6年我国塑料行业发展状况 四、制

约我国塑料业发展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 五、中国塑料工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二节 涂料工业 一

、合成树脂涂料简介 二、2016年中国涂料工业状况 三、2016年我国涂料市场发展现状 四、中

国涂料企业的投资前景 五、中国涂料市场发展新趋势 六、“十三五”期间涂料行业将向低碳

发展 第三节 合成纤维工业 一、合成纤维相关介绍 二、2015年中国合成纤维行业运行状况 三

、2016年我国合成纤维行业详析 四、2017年我国合成纤维行业的发展  第十二章 合成树脂行业

投资分析及前景展望 第一节 全球合成树脂行业趋势分析 一、全球合成树脂工业发展的三大趋

势 二、未来全球合成树脂市场发展动向 三、全球合成树脂工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中国五

大合成树脂行业投资分析 一、聚乙烯行业投资解析 二、投资PVC行业应注意的问题 三、聚丙

烯树脂行业投资建议 四、聚苯乙烯行业投资状况 五、ABS树脂行业投资剖析 第三节 中国合成

树脂行业前景展望 一、2017-2022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行业预测分析 二、中

国合成树脂市场展望 三、我国合成树脂工业需求预测 四、未来我国合成树脂产业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合成树脂重点企业 第一节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

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二节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三节 

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

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四节 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镇

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五节 宁波乐金甬

兴化工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宁



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六节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七节 远纺工

业(上海)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年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八节 宜宾天

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

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九节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

、2016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

况 第十节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经营状况 三、2017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经营状况 第十一节 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

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浙江绍兴三圆石

化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二节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一、公司

简介 二、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经营状况 三、2017年中

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三节 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6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 三

、2017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四节 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

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沙伯基础创新塑

料(中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五节 镇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镇江国亨化学

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六节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济南圣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七节 上海联恒异氰酸酯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上海联恒异氰

酸酯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第十八节 台化塑胶（宁波）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台化塑胶（

宁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三、台化塑胶（宁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  附录 附录一：合成树脂

乳液内墙涂料标准  图表目录： 图表 合成树脂行业占GDP比重变化 图表 中国合成树脂产量 图

表 我国合成树脂自给率 图表 我国树脂产量地域分布 图表 国际市场合成树脂价格比较 图表 国

内市场合成树脂价格比较 图表 台湾合成树脂产业产值与成长率 图表 台湾合成树脂产业总体

生产量与销售量 图表 台湾合成树脂产业价格趋势与成长率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

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销售收入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销售

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09-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6年中

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09-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

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

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

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09-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

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

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图表 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图表

2009-2016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6年中国

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

成树脂制造业资产总额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总资产增长趋

势图 图表 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总资产 图表 

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总资产对比图 图表 截

至2016年12月底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总资产 图表 截至2016

年12月底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总资产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

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亏损面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

树脂制造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销售毛

利率趋势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成本费用率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趋势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

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销售利润率趋势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

造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总资产周

转率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资产负债率对比图 图表

2015-2017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对比图 图表 2015年全国聚乙

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上海市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广东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

据 图表 2015年江苏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甘肃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5

年北京市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黑龙江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吉林省聚

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全国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上海市聚乙烯树酯产量数

据 图表 2016年广东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山东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

年江苏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甘肃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北京市聚乙

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吉林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全国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上海市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广东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新

疆自治区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山东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福建省聚乙

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江苏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甘肃省聚乙烯树酯产量数



据 图表 2015年全国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天津市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山东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四川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河

南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浙江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省聚氯

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山西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全国聚氯乙烯树脂产

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天津市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四川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河南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

表 2016年山东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

江苏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全国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天津市聚氯

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新疆自治区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山东省聚氯乙烯

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四川省聚氯乙烯树

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河南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省聚氯乙烯树脂产量数

据 图表 2015年全国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广东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

浙江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上海市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辽宁省聚丙烯

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山东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5年黑龙江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全国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广

东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山东省聚丙烯树

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上海市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江苏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6年黑龙江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全国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广

东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上海市聚丙烯树

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山东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新疆自治区聚丙烯树脂产量数

据 图表 2017年江苏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黑龙江省聚丙烯树脂产量数据 图表 低

压聚乙烯生产工艺方框流程 图表 高压聚乙烯生产工艺方框流程 图表 全球聚乙烯供需概况 图

表 世界HDPE消费情况 图表 世界LDPE的消费情况 图表 世界LLDPE的消费情况分析 图表 世界

聚乙烯生产能力及需求情况 图表 国内聚乙烯产能及产量增长统计 图表 国内聚乙烯按厂家划

分产能统计 图表 国内聚乙烯按地域划分产能统计 图表 国内聚乙烯按品种划分产能统计 图表

PE按品种划分产能统计 图表 新增装置投产状况 图表 PVC生产工艺流程 图表 全球PVC产能 图

表 世界PVC产能增长走势 图表 全球PVC需求增速以及开工率情况 图表 国内PVC供需状况对

比 图表 中国PVC进口量对比 图表 中国PVC进口量对比 图表 中国PVC出口量对比 图表 我

国PVC产能前10大省 图表 各地区PVC两种工艺路线生产能力情况 图表 我国PVC产能产量 图

表 我国PVC主要生产企业及产量 图表 中国主要PVC生产大省扩产情况 图表 我国PVC表观需

求量 图表 中国PVC表观消费量 图表 不同产品PVC的消费比例情况 图表 我国PVC管材产量及

消费PVC量 图表 我国PVC异型材产能及产量统计及预测 图表 我国PVC区域消费情况 图表 国



内PVC价格走势 图表 全国PVC、烧碱产能产量 图表 PVC以及电石的价格走势 图表 我国电石

产能产量情况 图表 聚丙烯生产工艺方框流程图 图表 全世界前10位聚丙烯生产商情况 图表 近

年来北美地区聚丙烯的消费结构现状及预测 图表 西欧地区聚丙烯的消费结构现状及预测 图表

日本聚丙烯的消费结构现状及预测 图表 国内聚丙烯市场情况 图表 我国聚丙烯新增能力 图表 

国内PP的进口依存情况 图表 我国聚丙烯的消费现状及预测情况 图表 我国主要的聚丙烯生产

厂家情况 图表 我国聚丙烯的供需情况 图表 国内聚丙烯装置技术情况汇总 图表 我国各地区PP

产量情况 图表 我国PP的进出口统计 图表 我国PP的供需平衡状况 图表 中国聚丙烯进出口统计 

图表 聚丙烯新增产能表 图表 国内大中型聚丙烯装置技术情况 图表 我国聚丙烯在建项目采用

技术汇总 图表 国内聚丙烯工艺技术比较 图表 国外部分瓶用透明PP生产厂家、牌号及性能 图

表 PP瓶与其他种类塑料瓶性能比较 图表 我国主要PS生产企业产能及产量 图表 我国历年聚苯

乙烯供需情况 图表 我国聚苯乙烯产量变动轨迹 图表 我国聚苯乙烯消费结构分布 图表 中国聚

苯乙烯进口情况 图表 国内PS市场走势 图表 世界ABS树脂的主要生产厂家及生产能力 图表 世

界十大ABS树脂生产企业及生产能力 图表 世界ABS树脂、树脂生产和消费状况 图表 我国ABS

树脂的主要生产厂家情况 图表 我国大陆ABS树脂的进口统计 图表 我国ABS树脂生产能力 图表

我国ABS树脂生产企业 图表 我国ABS树脂供求关系 图表 我国ABS树脂消费结构状况 图表 我

国ABS树脂进口量价 图表 ABS树脂工业生产技术综合评价 图表 ABS树脂乳液接枝—本体掺混

工艺流程 图表 ABS树脂专利数量时间分析 图表 ABS树脂专利权人分布情况 图表 ABS树脂专利

技术领域分布 图表 我国ABS树脂供需预测 图表 近年我国在建和拟建ABS装置建设状况 图表

2015年氯碱化工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氯碱化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8-2016年

氯碱化工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5年氯碱化工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图表 2015年

氯碱化工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6年氯碱化工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氯碱化工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9-2016年氯碱化工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9-2016年氯碱化工主要财

务指标 图表 2016年氯碱化工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6年氯碱化工主营业务分地区

情况 图表 2017年氯碱化工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 2017年氯碱化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

金额 图表 2015年金路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金路集团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8-2016年金路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5年金路集团主营业务分行业、产

品情况 图表 2015年金路集团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6年金路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金路集团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9-2016年金路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

指标 图表 2016年金路集团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图表 2016年金路集团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图

表 2016年金路集团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7年金路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

2017年金路集团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5年佛塑股份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佛塑

股份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8-2016年佛塑股份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8-2016年佛塑



股份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5年佛塑股份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5年佛塑股份主营

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6年佛塑股份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佛塑股份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

金额 图表 2009-2016年佛塑股份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9-2016年佛塑股份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6年佛塑股份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6年佛塑股份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7年佛塑股份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 2017年佛塑股份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5年沧州明珠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沧州明珠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8-2016年

沧州明珠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8-2016年沧州明珠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5年沧州明珠主营业

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5年沧州明珠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6年沧州明珠主要财务

数据 图表 2016年沧州明珠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9-2016年沧州明珠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9-2016年沧州明珠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6年沧州明珠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

表 2016年沧州明珠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7年沧州明珠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

2017年沧州明珠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5年茂化实华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茂化

实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8-2016年茂化实华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8-2016年茂化

实华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5年茂化实华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图表 2015年茂化实华主营业务分

产品情况 图表 2015年茂化实华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6年茂化实华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茂化实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9-2016年茂化实华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9-2016年茂化实华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6年茂化实华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6

年茂化实华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7年茂化实华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 2017年茂

化实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5年南化股份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南化股份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8-2016年南化股份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5年南

化股份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5年南化股份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6年南化

股份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南化股份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09-2016年南化股份

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09-2016年南化股份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6年南化股份主营业务分行业

、产品情况 图表 2016年南化股份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7年南化股份主要会计数据及财

务指标 图表 2017年南化股份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7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盈利

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6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5年合成树脂行业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7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6年

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5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分

析 图表 2017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6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营

运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5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7年合成树脂行

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6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5

年合成树脂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我国涂料行业进出口情况 图表 2015年合纤



行业总量增长情况 图表 2015年我国合成纤维主要省市产量变化 图表 2015年我国合纤原料分品

种进口数量和单价 图表 2015年我国合纤行业经营环境变化 图表 2015年我国合纤行业生产经营

和盈利状况 图表 2015年我国合纤行业产销衔接和资产运转情况 图表 2008-2015年我国合纤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图表 2015年合纤行业新产品开发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图表 2016年合纤行业

总量增长情况 图表 2016年合成纤维主要省市产量变化 图表 2016年我国合纤原料分品种进口数

量和单价 图表 2016年合纤行业经营环境变化 图表 2016年合纤行业生产经营和盈利状况 图表

2016年月合纤行业短期偿债和变现能力变化 图表 2016年合纤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图表 2016

年合纤行业新产品开发和劳动生产率水平 图表 未来几年国内乙烯装置拟扩建项目 图表

2006-2016年我国拟、在建PS项目 图表 2006-2016年我国拟、在建ABS项目 图表 2017-2022年中

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测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

及合成树脂制造行业产品销售收入预测 图表 2017-2022年中国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行业累计利润总额预测 图表 2015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5年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5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中国石

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获利

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

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三木集团

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

表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

据 图表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营

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亚邦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亚邦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

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

数据 图表 2015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5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

产销数据 图表 2015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亚邦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5年

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5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营运能力

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



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奇美化工

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镇江

奇美化工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

表 2015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5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主

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5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宁波乐金甬兴化

工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

化工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金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金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总体规

模数据 图表 2015年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5年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

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5年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远纺工

业(上海)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5年远纺工业(上海)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

表 2016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昊华宇航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昊华

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

表 2017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偿

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昊华宇

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油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获利能力指标数

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

厂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油大

庆石油化工总厂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

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绍兴

三圆石化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

表 2016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

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绍

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

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浙江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

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

分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营

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获利能力指

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

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高桥分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体规模数

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中原石

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偿债能力

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中国

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7

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



据 图表 2017年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沙伯基础创

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主要产销

数据 图表 2016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沙伯基础创新塑

料(中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营运能力

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沙伯基

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7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主要

产销数据 图表 2017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7年沙伯基础创

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营运

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7年沙伯基础创新塑料(中国)有限公司获利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镇

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总体规模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主要产销数据 图表 2016

年镇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营运能力指标数据 图表 2016年镇江国亨化学有限公司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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