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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新型塑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新型塑

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新型塑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新型塑料行业的现状、中国新型

塑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新型塑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新型塑料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型塑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型塑料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塑料是以单体为原料，通过加聚或缩聚反应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macromolecules)，俗

称塑料(plastics)或树脂(resin)，可以自由改变成分及形体样式，由合成树脂及填料、增塑剂、

稳定剂、润滑剂、色料等添加剂组成。

          塑料的主要成分是树脂。树脂这一名词最初是由动植物分泌出的脂质而得名，如松香、

虫胶等，树脂是指尚未和各种添加剂混合的高分子化合物。树脂约占塑料总重量的40%

～100%。塑料的基本性能主要决定于树脂的本性，但添加剂也起着重要作用。有些塑料基本

上是由合成树脂所组成，不含或少含添加剂，如有机玻璃、聚苯乙烯等。

     塑料是重要的有机合成高分子材料，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废弃塑料带来的&ldquo;白色污

染&rdquo;也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能详细了解塑料的组成及分类，不仅能帮助我们科学地使

用塑料制品，也有利于塑料的分类回收，并有效控制和减少&ldquo;白色污染&rdquo;。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新型塑料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7

年我国初级形态塑料产量达8377.8万吨，累计增长4.5%。                                       指标             2017

年12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0月             2017年9月             2017年8月             2017年7月        

                      初级形态塑料产量_当期值(万吨)             752.2             728.5             731.3             764.3            

733.2             714                               初级形态塑料产量_累计值(万吨)             8377.8             7818            

7144.2             6473.5             5728.5             4995                               初级形态塑料产量_同比增长(%)            

3.6             2             0.8             14.1             8             2.6                               初级形态塑料产量_累计增长(%)   

         4.5             4.9             5.2             6             4.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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