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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可再生塑料包装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

分析报告》介绍了可再生塑料包装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可再生塑料包装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了中国可再生塑料包装行业的现状、中国可再生塑料包装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可再生塑料

包装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可再生塑料包装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可再生塑料包装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可再生塑料包装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可再生塑料包装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

景分析报告》表明：2022年上半年我国塑料制品产量累计值达3821.5万吨，期末产量比上年累

计下降3.2%。         指标   2022年6月   2022年5月   2022年4月   2022年3月   2022年2月       塑料制品

产量当期值(万吨)   699.6   688.8   661.6   787.8   　       塑料制品产量累计值(万吨)   3821.5   3163.7  

2501.1   1926.3   1186.3       塑料制品产量同比增长(%)   -4.9   -3.9   -9   6.3   　       塑料制品产量累计

增长(%)   -3.2   -2   -1.1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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