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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4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发展投资调研研究

报告》介绍了液化石油气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液化石油气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液化石

油气行业的现状、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液化石油气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液化石油气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液化石油气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石油的性质因产地而异，密度为0.8 -1.0g/cm3，粘度范围很宽，凝固点差别很大（30 ~   

-60摄氏度），沸点范围为常温到500摄氏度以上，可溶于多种有机溶剂，不溶于水，但可与

水形成乳状液。不过不同的油田的石油的成分和外貌可以区分很大。石油主要被用作燃油和

汽油，燃料油和汽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二次能源之一。石油也是许多化学工业产品如溶剂、

化肥、杀虫剂和塑料等的原料。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4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发展投资调研研

究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石油及制品类商品累计零售值达19541.1亿元，比上年累计增

长13.3%。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当期值(亿元)   1736.4   1695.3   1794.9   1765.1   1733.4   1663.9       石油

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亿元)   19541.1   17872.8   16185.2   14426.3   12702.1   11037.3       石

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增长(%)   5.8   8.5   17.1   19.2   19.6   18.4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

类值累计增长(%)   13.3   14   14.6   14.4   13.7   12.8  

第一章  液化石油气行业相关概述

　　1.1  液化石油气（LPG）行业的概念

　　　　1.1.1  液化石油气的定义

　　　　1.1.2  LPG的主要成分

　　　　1.1.3  LPG与天然气的区别

　　1.2  液化石油气的来源

　　　　1.2.1  由炼油厂石油气中获取

　　　　1.2.2  由油田伴生气中获取

　　　　1.2.3  由天然气中获取

　　1.3  液化石油气的利用

　　　　1.3.1  用于有色金属冶炼

　　　　1.3.2  窑炉焙烧



　　　　1.3.3  作汽车燃料

　　　　1.3.4  居民生活燃用

　　1.4  液化石油气（LPG）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4.1  液化石油气（LPG）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4.2  液化石油气（LPG）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章  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特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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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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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液化石油气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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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石油气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3.2.1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3.2.2  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3.3  液化石油气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3.3.1  液化石油气产业社会环境

　　　　3.3.2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3.4  液化石油气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3.4.1  液化石油气技术分析

　　　　　　1、技术水平总体发展情况

　　　　　　2、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新技术研究

　　　　3.4.2  液化石油气技术发展水平

　　　　　　1、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技术水平所处阶段

　　　　　　2、与国外液化石油气行业的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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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概述

　　4.1  2016-2018年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1.1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现状

　　　　4.1.2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特征

　　　　4.1.3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规模

　　4.2  2016-2018年全球主要地区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状况

　　　　4.2.1  欧洲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2  美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2.3  日韩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4.3  2019-2024年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1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4.3.2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4.3.3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4.4  全球液化石油气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五章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概述

　　5.1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5.1.1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阶段

　　　　5.1.2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5.1.3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5.2  2016-2018年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现状

　　　　5.2.1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规模

　　　　5.2.2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分析

　　　　5.2.3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企业发展分析

　　5.3  2019-2024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5.3.1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面临困境

　　　　　　2、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对策探讨

　　　　5.3.2  中国液化石油气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1、中国液化石油气企业面临的困境

　　　　　　2、中国液化石油气企业的对策探讨

　　　　5.3.3  国内液化石油气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六章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6.1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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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6.2.1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工业总产值

　　　　6.2.2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6.2.3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产销率

　　6.3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供需分析

　　　　6.3.1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供给分析

　　　　6.3.2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需求分析



　　　　6.3.3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供需平衡

　　6.4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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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8年中国液化石油气（LPG）行业上下游需求情况分析

　　7.1  中国LPG行业产业链简介

　　7.2  中国LPG产业链下游行业调研

　　　　7.2.1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供需分析

　　　　7.2.2  城市燃气行业供需分析

　　　　7.2.3  金属切割行业供需分析

　　　　7.2.4  城市综合交通行业供需分析

　　　　7.2.5  陶瓷制造行业供需分析

　　7.3  丙烯供需分析

　　　　7.3.1  全球丙烯供需由平衡转向短缺

　　　　7.3.2  中国丙烯需求缺口较大

　　　　7.3.3  丙烷脱氢市场关注度持续提升

　　　　7.3.4  丙烷脱氢项目盈利能力有望超预期

　　7.4  中国LPG产业链上游行业调研

　　　　7.4.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行业发展状况

　　　　7.4.2  原油加工行业发展状况

　　7.5  中国LPG相关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7.5.1  能源市场发展综述

　　　　7.5.2  原油市场发展状况

　　　　7.5.3  天然气市场发展状况

　　　　7.5.4  国内天然气消费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7.5.5  二甲醚市场发展状况

　　　　 

第八章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8.1  液化石油气行业产业链概述



　　　　8.1.1  产业链定义

　　　　8.1.2  液化石油气行业产业链

　　8.2  液化石油气行业主要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8.2.1  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8.2.2  上游产业供给分析

　　　　8.2.3  上游供给价格分析

　　　　8.2.4  主要供给企业分析

　　8.3  液化石油气行业主要下游产业发展分析

　　　　8.3.1  下游（应用行业）产业发展现状

　　　　8.3.2  下游（应用行业）产业需求分析

　　　　8.3.3  下游（应用行业）主要需求企业分析

　　　　8.3.4  下游（应用行业）最具前景产品/行业调研

　　　　 

第九章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9.1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9.1.1  液化石油气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9.1.2  液化石油气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9.1.3  液化石油气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9.2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9.2.1  液化石油气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9.2.2  液化石油气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9.2.3  液化石油气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9.2.4  液化石油气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9.2.5  液化石油气行业现有企业竞争

　　9.3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竞争SWOT分析

　　　　9.3.1  液化石油气行业优势分析（S）

　　　　9.3.2  液化石油气行业劣势分析（W）

　　　　9.3.3  液化石油气行业机会分析（O）

　　　　9.3.4  液化石油气行业威胁分析（T）

　　9.4  中国液化石油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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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  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领先企业竞争力分析

　　10.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0.1.1  企业主要产品分析

　　　　10.1.2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10.1.3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0.1.4  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10.1.5  企业投资前景分析

　　10.2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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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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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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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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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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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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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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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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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民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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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4年中国液化石油气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11.1  2019-2024年中国液化石油气市场趋势预测

　　　　11.1.1  2019-2024年液化石油气市场发展潜力

　　　　11.1.2  2019-2024年液化石油气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11.1.3  2019-2024年液化石油气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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