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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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重油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介绍了重油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重油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重油行业的现状、中国重油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重油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重油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重油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重油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重油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表明：2016

年上半年我国原油加工市场产量达26735.1万吨，累计增长2.8%。                                     指标            

2016年6月             2016年5月             2016年4月             2016年3月             2016年2月             2016年1月      

                        原油加工量产量_当期值(万吨)             4507.5             4422.9             4475             4490.6          

  　***             　***                               原油加工量产量_累计值(万吨)             26735.1             22133.7         

   17710.7             13235.7             8707.7             　***                               原油加工量产量_同比增长(%)       

     3.2             -0.1             2.4             -0.2             　***             　***                               原油加工量产量_累计

增长(%)             2.8             2.3             2.9             3.1             4.6             　***     

第一章  重油行业相关概述

　　1.1  重油的概念

　　　　1.1.1  重油的定义

　　　　1.1.2  重油的特点

　　　　1.1.3  重油的应用

　　1.2  重油行业统计标准

　　　　1.2.1  重油行业统计口径

　　　　1.2.2  重油行业统计方法

　　　　1.2.3  重油行业数据种类

　　　　1.2.4  重油行业研究范围

　　1.3  重油基础概述

　　　　1.3.1  重油的成分

　　　　1.3.2  重油的质量指标

　　　　1.3.3  油的品种特性与分类

　　　　1.3.4  重油的用途

　　　　1.3.5  重油的储存与运输

　　　　 



第二章  重油行业市场特点概述

　　2.1  行业市场概况

　　　　2.1.1  行业市场特点

　　　　2.1.2  行业市场化程度

　　　　2.1.3  行业利润水平及变动趋势

　　2.2  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

　　　　2.2.1  资金准入障碍

　　　　2.2.2  市场准入障碍

　　　　2.2.3  技术与人才障碍

　　　　2.2.4  其他障碍

　　2.3  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

　　　　2.3.1  行业周期分析

　　　　　　1、行业的周期波动性

　　　　　　2、行业产品生命周期

　　　　2.3.2  行业的区域性

　　2.4  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2.4.1  行业产业链概述

　　　　2.4.2  上游产业分布

　　　　2.4.3  下游产业分布

　　　　 

第三章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重油行业政治法律环境

　　　　3.1.1  行业主管部门分析

　　　　3.1.2  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3.1.3  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3.1.4  相关产业政策分析

　　　　3.1.5  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3.1.6  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3.2  重油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与GDP

　　　　3.2.2  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3.2.3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2.4  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3.3  重油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3.3.1  重油产业社会环境

　　　　3.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3.4  重油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3.4.1  重油技术分析

　　　　　　1、技术水平总体发展情况

　　　　　　2、中国重油行业新技术研究

　　　　3.4.2  重油技术发展水平

　　　　　　1、中国重油行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

　　　　　　2、与国外重油行业的技术差距

　　　　3.4.3  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3.4.4  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四章  全球重油行业发展概述

　　4.1  2014-2016年全球重油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1.1  全球重油行业发展现状

　　　　4.1.2  全球重油行业发展特征

　　　　4.1.3  全球重油行业市场规模

　　4.2  2014-2016年全球主要地区重油行业发展状况

　　　　4.2.1  欧洲重油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2  美国重油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3  日韩重油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3  2017-2022年全球重油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1  全球重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4.3.2  全球重油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3  全球重油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4.4  全球重油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五章  中国重油行业发展概述

　　5.1  中国重油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1.1  中国重油行业发展阶段



　　　　5.1.2  中国重油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5.1.3  中国重油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5.2  2014-2016年重油行业发展现状

　　　　5.2.1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市场规模

　　　　5.2.2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发展分析

　　　　5.2.3  2014-2016年中国重油企业发展分析

　　5.3  2017-2022年中国重油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5.3.1  中国重油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中国重油行业面临困境

　　　　　　2、中国重油行业对策探讨

　　　　5.3.2  中国重油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1、中国重油企业面临的困境

　　　　　　2、中国重油企业的对策探讨

　　　　5.3.3  国内重油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六章  中国重油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6.1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6.1.1  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6.1.2  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6.1.3  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6.1.4  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6.2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6.2.1  中国重油行业工业总产值

　　　　6.2.2  中国重油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6.2.3  中国重油行业产销率

　　6.3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6.3.1  中国重油行业供给分析

　　　　6.3.2  中国重油行业需求分析

　　　　6.3.3  中国重油行业供需平衡

　　6.4  2014-2016年中国重油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6.4.1  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6.4.2  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6.4.3  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6.4.4  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七章  2014-2016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7.1  2014-2016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7.1.1  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7.1.2  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7.1.3  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7.2  2016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7.2.1  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7.2.2  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7.3  2014-2016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7.3.1  产成品增长分析

　　　　7.3.2  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7.3.3  出口交货值分析

　　7.4  2014-2016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7.4.1  销售成本分析

　　　　7.4.2  费用分析

　　7.5  2014-2016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7.5.1  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7.5.2  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八章  2014-2016年中国重油及其制品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8.1  2014-2016年中国重油及其制品进口数据分析

　　　　8.1.1  进口数量分析

　　　　8.1.2  进口金额分析

　　8.2  2014-2016年中国重油及其制品出口数据分析

　　　　8.2.1  出口数量分析



　　　　8.2.2  出口金额分析

　　8.3  2014-2016年中国重油及其制品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8.4  2014-2016年中国重油及其制品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8.4.1  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8.4.2  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九章  中国重油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9.1  中国重油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9.1.1  重油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9.1.2  重油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9.1.3  重油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9.2  中国重油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9.2.1  重油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9.2.2  重油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9.2.3  重油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9.2.4  重油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9.2.5  重油行业现有企业竞争

　　9.3  中国重油行业竞争SWOT分析

　　　　9.3.1  重油行业优势分析

　　　　9.3.2  重油行业劣势分析

　　　　9.3.3  重油行业机会分析

　　　　9.3.4  重油行业威胁分析

　　9.4  中国重油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

　　　　9.4.1  投资兼并重组现状

　　　　9.4.2  投资兼并重组案例

　　9.5  中国重油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  中国重油行业领先企业竞争力分析

　　10.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1.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1.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1.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1.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1.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1.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0.2.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2.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2.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2.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2.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2.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3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3.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3.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3.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3.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3.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4.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4.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4.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4.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4.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4.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5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0.5.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5.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5.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5.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5.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5.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6  福建省炼化有限公司



　　　　10.6.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6.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6.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6.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6.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6.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7  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7.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7.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7.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7.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7.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7.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8  广东中油高富燃料油有限公司

　　　　10.8.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8.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8.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8.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8.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8.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9  江苏陵光集团

　　　　10.9.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9.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9.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9.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9.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9.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10  中国石化齐鲁石油化工公司

　　　　10.10.1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0.10.2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10.3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10.4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10.5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10.6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一章  2017-2022年中国重油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11.1  2017-2022年中国重油市场趋势预测

　　　　11.1.1  2017-2022年重油市场发展潜力

　　　　11.1.2  2017-2022年重油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11.1.3  2017-2022年重油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11.2  2017-2022年中国重油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2.1  2017-2022年重油行业发展趋势

　　　　11.2.2  2017-2022年重油市场规模预测

　　　　11.2.3  2017-2022年重油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11.2.4  2017-2022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1.3  2017-2022年中国重油行业供需预测

　　　　11.3.1  2017-2022年中国重油行业供给预测

　　　　11.3.2  2017-2022年中国重油行业需求预测

　　　　11.3.3  2017-2022年中国重油供需平衡预测

　　11.4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11.4.1  行业发展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11.4.2  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11.4.3  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11.4.4  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11.4.5  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11.4.6  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二章  2017-2022年中国重油行业行业前景调研

　　12.1  重油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2.1.1  重油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12.1.2  重油行业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12.1.3  重油行业投资项目建设分析

　　　　12.1.4  重油行业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12.1.5  重油行业投资主体构成分析



　　12.2  重油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12.2.1  重油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2.2.2  重油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12.2.3  重油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2.3  重油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2.3.1  产业链投资机会

　　　　12.3.2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12.3.3  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12.3.4  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12.4  重油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12.4.1  行业政策风险

　　　　12.4.2  宏观经济风险

　　　　12.4.3  市场竞争风险

　　　　12.4.4  关联产业风险

　　　　12.4.5  产品结构风险

　　　　12.4.6  技术研发风险

　　　　12.4.7  其他投资前景

　　12.5  重油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12.5.1  重油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2.5.2  重油行业最新投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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