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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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塑料制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塑料制

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塑料制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塑料制品行业的现状、中国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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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塑料制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塑料制品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塑料制品是采用塑料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生活用品、工业用品的统称，它采用具有可塑

性的合成高分子材料制成。塑料与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形成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三大合成

材料。其制成品以天然或合成树脂为主要成分，包含各种添加剂，并具有在一定温度和压力

等条件下可以塑制成一定形状，在常温下保持形状不变的特点。许多塑料制品可直接应用于

日常生活中，但大部分塑料制品还是用作各行各业的材料。塑料制品在包装领域中的应用发

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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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中国塑料制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我国

初级形态的塑料近十年产量数据统计，2017年同比增长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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