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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石油化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石油化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石油化工行业

的现状、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石油化工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石油化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石

油化工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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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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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化工相关概述

 

   　　第一节 石化行业的概念与发展

 

   　　　　一、石油化工的概念

   　　　　二、石油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第二节 石油化工行业的安全评价

 

   　　　　一、石油化工行业的生产特点

   　　　　二、石油化工行业安全评价的重点

   　　　　三、石化生产装置安全控制基本总思路



  

  第二章 2018-2019年世界石化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8-2019年世界石化产业发展概况

 

   　　　　一、全球石化行业市场调研

   　　　　二、全球石化行业结构调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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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8-2019年世界石油需求将保持增长

   　　　　三、2019-2025年国际油价情况走势及预测

    　　　　四、2019-2025年全球石油产量预测

   　　第三节 2018-2019年世界主要国家石化产业发展概况

 

   　　　　一、美国

   　　　　二、印度

   　　　　三、日本

   　　第四节 2018-2019年世界石化工业发展的几个重要特点

 

  

  第三章 2018-2019年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8-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供需状况

 

   　　　　一、供给规模分析

   　　　　二、需求规模分析

   　　第二节 2018-2019年石油化工行业进出口情况

 

   　　　　一、2018-2019年石化行业进出口状况



   　　　　　　&hellip;&hellip;

   　　第三节 2018-2019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石化行业整体竞争格局

   　　　　二、石化工程领域竞争格局

  

  第四章 2018-2019年中国石油化工业重点子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石油加工业

 

   　　　　一、经济规模分析

   　　　　二、产能规模分析

   　　　　三、市场供需现状

   　　　　四、行业竞争状况

   　　　　五、行业发展困境

   　　第二节 基础化学原料行业

 

   　　　　一、经济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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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细分行业调研

   　　　　五、市场行情分析

   　　　　六、未来导向分析

   　　第三节 化肥行业

 

   　　　　一、经济规模分析

   　　　　二、市场供需现状

   　　　　三、市场行情分析

   　　　　四、行业竞争结构

   　　第四节 农药行业

 

   　　　　一、行业基本特征



   　　　　二、经济规模分析

   　　　　三、市场行情分析

   　　　　四、行业竞争状况

   　　第五节 涂料行业

 

   　　　　一、产业环境分析

   　　　　二、经济规模分析

   　　　　三、行业运行态势

   　　　　四、行业竞争状况

   　　　　五、投资前景调研分析

    　　第六节 合成材料行业

 

   　　　　一、行业基本特征

   　　　　二、经济规模分析

   　　　　三、经济效益分析

   　　第七节 专用化学产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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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石化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石化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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