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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是一类用途十分广泛的合成材料。作为一个品种多样、性能优异的新型合成材料产品，聚氨
酯产品种类繁多，包括不同软硬程度的泡沫塑料、高耐磨性弹性橡胶、高光泽性的油漆涂料、高回弹性
合成纤维、高抗挠曲性合成皮革和高粘结性的胶黏剂等。随着产品应用的不断拓展，聚氨酯已成软体家
具、汽车、涂料、胶水和节能保温等各个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全球**-**年聚醚多元醇产能呈阶梯式
增长，年均增长率在4.3%。就全球聚醚多元醇市场而言，其生产较为集中，主要供应商为陶氏化学、拜
耳、巴斯夫和壳牌化学等几家大型跨国公司，其总生产能力占全球总产能的50%以上。**年，全球聚醚
多元醇的生产能力达到1,092.6万吨，中国产能达到452.5万吨，占全球产能41.4%。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认为，在
中国，聚醚多元醇生产厂家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等形成了一定规模。近年来，随着大型厂家的扩产
，聚醚多元醇的品种规格基本齐备，产品质量及稳定性也大幅提高。根据数据，**年中国的聚醚多元醇
总供应量为328.7万吨，较**年增长约12.5%；**年国内聚醚多元醇总需求量为322.3万吨，较**年增长
约14.5%。**-**年间，国内聚醚多元醇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年聚醚多元醇总供应量及总需求量统计
**年聚醚多元醇最大消费群体仍为软体家具领域，其消费量占总消费量41%，较**年略有增长。具
体需求结构见下图：
**年国内聚醚多元醇下游消费占比
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是对精细化工行业进行全面的阐
述和论证，对研究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分析，通过图表、统计结果及文献资料
，或以纵向的发展过程，或横向类别分析提出论点、分析论据，进行论证。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
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如实地反映了精细化工行业客观情况，一切叙述、说明、推断、
引用恰如其分，文字、用词表达准确，概念表述科学化。
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揭示了精细化工市场潜在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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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
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第一部分 精细化工产业环境分析
第一章 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定义及分类
一、行业定义
二、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三、行业特性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精细化工行业统计标准
一、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
二、行业主要统计方法介绍
三、行业涵盖数据种类介绍
第三节 最近3-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2019-2025 China's Fine Chemical Industry Status Analysis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八、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
第四节 精细化工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调研
五、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调研
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 精细化工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三、精细化工行业标准
四、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五、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精细化工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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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五、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六、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精细化工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三、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精细化工技术分析
二、精细化工技术发展水平
三、2014-2018年精细化工技术发展分析
四、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五、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 国际精细化工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 全球精细化工市场总体情况分析
一、全球精细化工行业的发展特点
二、2014-2018年全球精细化工市场结构
三、2014-2018年全球精细化工行业发展分析
四、2014-2018年全球精细化工行业竞争格局
五、2014-2018年全球精细化工市场区域分布
六、2014-2018年国际重点精细化工企业运营分析
第二节 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市场调研
一、美国与中国
二、德国与中国
第二部分 精细化工行业深度分析
第四章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的国际比较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的国际比较分析
一、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竞争力指标分析
二、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经济指标国际比较分析
三、精细化工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第二节 全球精细化工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第三节 全球精细化工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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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规模现状
二、产能规模分布
三、重点厂商
第五章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阶段
二、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三、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四、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第二节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市场规模
2014-2018年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市场规模走势图
二、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分析
三、中国精细化工企业发展分析
第三节 我国精细化工市场情况分析
一、中国精细化工市场总体概况
二、中国精细化工产品市场发展分析
第六章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总体规模分析_咨询热线:4006128６68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产销情况分析
一、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工业总产值
二、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三、我国精细化工行业产销率
第三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七章 2019-2025年我国精细化工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生产分析
一、产品及原材料进口、自有比例
二、国内产品及原材料生产基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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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精细化工市场供需分析
2019-2025年中國精細化工行業現狀研究分析及市場前景預測報告
一、2014-2018年我国精细化工行业供给情况
二、2014-2018年我国精细化工行业需求情况
第三节 精细化工产品市场应用及需求预测
一、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领域需求量预测
二、重点行业精细化工产品需求分析预测
第八章 精细化工行业进出口结构及面临机遇与挑战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进出口市场调研
一、进出口现状
二、精细化工产品的外贸特点
三、精细化工行业外贸预测
第二节 中国精细化工出口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中国精细化工出口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未来出口展望
三、中国精细化工产品出口困境
四、精细化工行业进出口前景及建议
第三部分 精细化工行业市场调研
第九章 精细化工行业产业结构分析
第一节 精细化工产业结构分析
一、市场细分充分程度分析
二、各细分市场领 先企业排名
三、各细分市场占总市场的结构比例
第二节 产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分析
一、产业价值链条的构成
二、产业链条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分析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发展预测
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政策分析
二、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市场定位
三、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分析
第十章 我国精细化工细分市场调研及预测
第一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细分市场结构分析
一、精细化工行业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二、精细化工行业细分结构特征分析
三、精细化工行业细分市场发展概况

-6-

精细化工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四、精细化工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趋势
第二节 精细化工细分市场调研
一、农药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二、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三、医药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四、化妆品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五、胶粘剂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六、食品添加剂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七、香精香料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八、电子化学品行业市场调研及预测
九、精细化工其他细分市场调研及预测
第四部分 精细化工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十一章 精细化工行业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及变化
一、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二、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三、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第二节 精细化工重点区域市场调研
一、山东省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二、江苏省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三、浙江省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四、广东省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五、上海市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第十二章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竞争形势策略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精细化工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二、精细化工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三、精细化工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精细化工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精细化工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精细化工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精细化工产品竞争力优势分析
第三节 2014-2018年精细化工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4-2018年国内外精细化工竞争分析
二、2014-2018年我国精细化工市场竞争分析

精细化工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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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2018年我国精细化工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4-2018年国内主要精细化工企业动向
第四节 精细化工行业并购重组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二、本土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三、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趋势分析
2019-2025中国の精密化学産業状況分析と市場予測レポート
第五节 精细化工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一、市场领 先者的竞争策略
二、市场挑战者的竞争策略
三、市场追随者的竞争策略
四、市场补缺者的竞争策略
第十三章 2014-2018年精细化工行业领先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精细化工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一、精细化工企业主要类型
二、精细化工企业资本运作分析
三、精细化工企业创新及品牌建设
四、精细化工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五、精细化工行业企业排名分析
第二节 中国领 先精细化工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四、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八、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辽宁天合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十、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中山凯中有限公司
十四、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部分 精细化工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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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2019-2025年精细化工市场趋势调查
第一节 2019-2025年精细化工市场趋势预测
一、2019-2025年精细化工市场发展潜力
二、2019-2025年精细化工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三、2019-2025年精细化工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精细化工行业“十三五”总体规划
第三节 2019-2025年精细化工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发展趋势
二、2019-2025年精细化工市场规模预测
三、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19-2025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四节 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供给预测
二、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产量预测
三、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市场销量预测
四、2019-2025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需求预测
第五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五章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精细化工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精细化工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精细化工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政策因素
二、经济因素
三、社会因素
四、科技因素
第三节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价值评估分析
一、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二、产业投资焦点
2019-2025 nián zhōngguó jīngxì huàgōng hángyè xiànzhuàng yánjiū

精细化工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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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ēnxī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三、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四、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第十六章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精细化工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精细化工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前景及防范
一、行业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金融风险
四、政策风险
五、技术风险
六、产业链风险
七、经营风险
八、其他风险
第四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投资建议
一、精细化工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精细化工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精细化工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精细化工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七章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面临的困境
一、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的主要困境
二、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发展建议
第二节 精细化工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精细化工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中小精细化工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三、国内精细化工企业的出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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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精细化工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第四节 中国精细化工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第十八章 精细化工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第一节 精细化工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精细化工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精细化工产品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精细化工产品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精细化工产品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精细化工产品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精细化工经营策略分析
一、精细化工市场细分策略
二、精细化工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精细化工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北 京 济 研)精细化工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一、2018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二、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三、2019-2025年细分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热氧化/焚烧以及催化氧化的总有机C的BAT相关标准
图表 BAT相关NOx排放标准
图表 非氧化修复的BAT相关VOC排放水平要求
图表 热氧化、催化氧化以及焚烧的选取要求
图表 HCl，Cl2，HBr，NH3，SOx和氰化物的BAT相关气体排放标准
图表 进入废水处理厂或市政废水系统入口的BAT相关废水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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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从废水处理厂排出的废水BAT相关排放标准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GDP及增长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人均GDP及增长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图表 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
图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
图表 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 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及增长
图表 历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
图表 化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日本关西涂料经营状况
图表 2014-2018年全球精细化工市场规模
图表 2019-2025年全球精细化工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 2014-2018年全球精细化工产值变化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市场规模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企业数量变化
图表 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企业规模比例分析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总产值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9/01/JingXiHuaGongFaZhanQuShiYuCeFenX.html
图表 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企业规模比例分析
图表 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不同规模企业资产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分析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资产规模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总产值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销售额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负载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利息保障倍数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负载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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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总资产增长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精细化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图表 2018年精细化工产品产量情况
图表 2018年精细化工行业产品进口、自有比例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精细化工产品产量情况
图表 2019-2025年精细化工农药原药需求量预测
图表 2019-2025年精细化工涂料需求量预测
图表 2019-2025年精细化工表面清洗剂需求量预测
图表 2018年主要精细化工产品进出口量机进出口金额
图表 2014-2018年精细化工行业主要细分产品市场占比
图表 我国农药行业产业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农药原药产量结构图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农药制剂出口数量、金额及增速情况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化学农药原药产量及增长率
图表 2018年我国农药企业市场分布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涂料行业产量统计分析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涂料行业产量及增长率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总体运行概况分析
图表 2014-2018年我国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效益变化分析
图表 2014-2018年中国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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