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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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石油制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石油制

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石油制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石油制品行业的现状、中国石油

制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石油制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石油制品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石油制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石油制品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石油，地质勘探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一种粘稠的、深褐色液体。地壳上层部分地区有石油

储存。主要成分是各种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的混合物。石油的成油机理有生物沉积变油和

石化油两种学说，前者较广为接受，认为石油是古代海洋或湖泊中的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形

成，属于生物沉积变油，不可再生；后者认为石油是由地壳内本身的碳生成，与生物无关，

可再生。石油主要被用来作为燃油和汽油，也是许多化学工业产品，如溶液、化肥、杀虫剂

和塑料等的原料。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石油制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上半年我国石油及制品零售达9414亿元，累计增长11.9%。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_当期值(亿元)   1662.1   1626.9  

1603.2   1592.7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_累计值(亿元)   9414   7787.8   6165.1   4565.5  

2978.7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_同比增长(%)   16.5   14   13.3   9.1   　       石油及制品类商

品零售类值_累计增长(%)   11.9   11   10.2   9.1   9.1

    2016年8月中国限上单位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为1587亿元，同比增长2.7%；2016年1-8

月中国限上单位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为11927亿元，同比增长-0.9%。

     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出口交货值4,581,542.00千元，同比增

长49.56%；2015年1-10月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出口交货值38,156,172.00千元，同比下

降18.24%。

 2015年1-10月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出口交货值统计表                           月份             出口交

货值_本月(千元)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_本月(%)             出口交货值(千元)             出口交货

值同比增长(%)                               1-2月             &mdash;             &mdash;             5,725,668.00             -42.91

                              1-3月             3,290,124.00             -35.24             9,052,835.00             -39.91                              

1-4月             3,051,151.00             -32.57             12,030,889.00             -38.59                               1-5月            

3,085,684.00             -30.73             15,112,974.00             -37.16                               1-6月             4,406,426.00     



       -0.12             19,519,401.00             -31.4                               1-7月             4,446,870.00             -1.68            

24,173,264.00             -26.75                               1-8月             5,074,329.00             -18.22             29,247,590.00   

         -24.6                               1-9月             4,304,018.00             1.34             33,551,605.00             -22.86              

                1-10月             4,581,542.00             49.56             38,156,172.00             -18.2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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