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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纸又被称为热敏传真纸、热敏记录纸、热敏复印纸，在中国台湾则叫做感热复写纸。热敏纸是
一种加工纸，其制造原理就是在优质的原纸上涂布一层“热敏涂料”（热敏变色层）。虽然此变色层所
用的化学药品有十几种，但至少有下列化合物：无色染料，该染料的品种甚广，最常用的是荧光化合物
；显色剂约占20%以下，常用的有双酚、对羟基苯甲酸；增感剂约占10%以下，其中含有苯磺酸酰胺类
化合物；填料约占50%以下，常用的有碳酸钙（微粒）；胶黏剂约占10%以下，如聚乙酸乙烯；稳定剂
，如对酞酸二苯酰；润滑剂等。因此工艺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热敏纸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对我国热敏纸行业现状、发展变
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热敏纸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根据热敏纸
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热敏纸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热敏纸产业投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热敏纸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最后阐明热敏纸行业的投资空间
，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热敏纸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是相
关热敏纸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热敏纸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
的专业性报告。
2019-2025年全球與中國熱敏紙行業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研究報告
第一章 行业概述及全球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
1.1 热敏纸行业简介
1.1.1 热敏纸行业界定及分类
1.1.2 热敏纸行业特征
1.2 热敏纸产品主要分类
1.2.1 不同种类热敏纸价格走势（2019-2025年）
1.2.2 表面涂层和无表面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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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标准和优质
1.2.4 纸和合成介质
1.3 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1.3.1 POS机应用
1.3.2 绘图和记录
1.3.3 自粘标签
1.3.4 售票处
1.3.5 其他
1.4 全球与中国市场发展现状对比
1.4.1 全球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1.4.2 中国生产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1.5 全球热敏纸供需现状及预测（2019-2025年）
1.5.1 全球热敏纸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5.2 全球热敏纸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5.3 全球热敏纸产量、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 中国热敏纸供需现状及预测（2019-2025年）
1.6.1 中国热敏纸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2 中国热敏纸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6.3 中国热敏纸产量、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1.7 热敏纸中国及欧美日等行业政策分析
第二章 全球与中国主要厂商热敏纸产量、产值及竞争分析
2.1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2.1.1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列表
2.1.2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列表
2.1.3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品价格列表
2.2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2.2.1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列表
2.2.2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列表
2.3 热敏纸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2.4 热敏纸行业集中度、竞争程度分析
2.4.1 热敏纸行业集中度分析
2.4.2 热敏纸行业竞争程度分析
2.5 热敏纸全球领先企业SWOT分析
2.6 热敏纸中国企业SWOT分析
第三章 从生产角度分析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产量、产值、市场份额、增长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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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1.1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产量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1.2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产值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3.2 中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3 美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4 欧洲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5 日本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6 东南亚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3.7 印度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产值及增长率
第四章 从消费角度分析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4.1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发展预测（2019-2025年）
4.2 中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3 美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4 欧洲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5 日本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6 东南亚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4.7 印度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增长率
第五章 全球与中国热敏纸主要生产商分析
5.1 重点企业（1）
5.1.1 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1.2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1.2 .1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1.2 .2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1.3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1.4 重点企业（1）主营业务介绍
5.2 重点企业（2）
5.2.1 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2.2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2.2 .1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2.2 .2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2.3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2.4 重点企业（2）主营业务介绍
5.3 重点企业（3）
5.3.1 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3.2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Research repor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an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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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paper industry in 2019-2025
5.3.2 .1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3.2 .2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3.3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3.4 重点企业（3）主营业务介绍
5.4 重点企业（4）
5.4.1 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4.2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4.2 .1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4.2 .2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4.3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4.4 重点企业（4）主营业务介绍
5.5 重点企业（5）
5.5.1 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5.2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_订′购′热线′０′1′0′′6′6′1′8′1′0′9′9
5.5.2 .1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5.2 .2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5.3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5.4 重点企业（5）主营业务介绍
5.6 重点企业（6）
5.6.1 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6.2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6.2 .1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6.2 .2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6.3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6.4 重点企业（6）主营业务介绍
5.7 重点企业（7）
5.7.1 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7.2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7.2 .1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7.2 .2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7.3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7.4 重点企业（7）主营业务介绍
5.8 重点企业（8）
5.8.1 重点企业（8）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热敏纸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5-

2019-2025年全球与中国热敏纸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5.8.2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8.2 .1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8.2 .2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8.3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8.4 重点企业（8）主营业务介绍
5.9 重点企业（9）
5.9.1 重点企业（9）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9.2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9.2 .1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9.2 .2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9.3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9.4 重点企业（9）主营业务介绍
5.10 重点企业（10）
5.10.1 重点企业（10）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5.10.2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5.10.2 .1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及特点
5.10.2 .2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5.10.3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能、产量、产值、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5.10.4 重点企业（10）主营业务介绍
5.11 重点企业（11）
第六章 不同类型热敏纸产量、价格、产值及市场份额 （2019-2025年）
6.1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6.1.1 全球市场热敏纸不同类型热敏纸产量及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1.2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1.3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价格走势（2019-2025年）
6.2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量、产值及市场份额
6.2.1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量及市场份额及（2019-2025年）
6.2.2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6.2.3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价格走势（2019-2025年）
第七章 热敏纸上游原料及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7.1 热敏纸产业链分析
7.2 热敏纸产业上游供应分析
7.2.1 上游原料供给状况
7.2.2 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
7.3 全球市场热敏纸下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增长率（2019-2025年）
7.4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及增长率（2019-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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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市场热敏纸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8.1 中国市场热敏纸产量、消费量、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8.2 中国市场热敏纸进出口贸易趋势
8.3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进口来源
8.4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出口目的地
8.5 中国市场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分析
第九章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地区分布
9.1 中国热敏纸生产地区分布
9.2 中国热敏纸消费地区分布
9.3 中国热敏纸市场集中度及发展趋势
第十章 影响中国市场供需的主要因素分析
10.1 热敏纸技术及相关行业技术发展
10.2 进出口贸易现状及趋势
2019-2025における世界的および中国の感熱紙産業の現状と開発動向に関する研究報告
10.3 下游行业需求变化因素
10.4 市场大环境影响因素
10.4.1 中国及欧美日等整体经济发展现状
10.4.2 国际贸易环境、政策等因素
第十一章 未来行业、产品及技术发展趋势
11.1 行业及市场环境发展趋势
11.2 产品及技术发展趋势
11.3 产品价格走势
11.4 未来市场消费形态、消费者偏好
第十二章 热敏纸销售渠道分析及建议
12.1 国内市场热敏纸销售渠道
12.1.1 当前的主要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
12.1.2 国内市场热敏纸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的趋势
12.2 企业海外热敏纸销售渠道
12.2.1 欧美日等地区热敏纸销售渠道
12.2.2 欧美日等地区热敏纸未来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的趋势
12.3 热敏纸销售/营销策略建议
12.3.1 热敏纸产品市场定位及目标消费者分析
12.3.2 营销模式及销售渠道
第十三章 北京,中,智,林:研究成果及结论
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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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热敏纸产品图片
表 热敏纸产品分类
图 2018年全球不同种类热敏纸产量市场份额
表 不同种类热敏纸价格列表及趋势（2019-2025年）
图 表面涂层和无表面涂层产品图片
图 标准和优质产品图片
图 纸和合成介质产品图片
表 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表
图 全球2018年热敏纸不同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图 全球市场热敏纸产量（万吨）及增长率（2019-2025年）
图 全球市场热敏纸产值（万元）及增长率（2019-2025年）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产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产值（万元）、增长率及未来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全球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表 全球热敏纸产量（万吨）、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图 全球热敏纸产量（万吨）、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图 中国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能利用率及发展趋势（2019-2025年）
表 中国热敏纸产量（万吨）、表观消费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图 中国热敏纸产量（万吨）、市场需求量及发展趋势 （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万吨）列表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万元）列表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品价格列表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万吨）列表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8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万元）列表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7和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厂商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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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热敏纸厂商产地分布及商业化日期
图 热敏纸全球领先企业SWOT分析
表 热敏纸中国企业SWOT分析
表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7年产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市场份额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8年产值市场份额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美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美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欧洲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欧洲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日本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日本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东南亚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东南亚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图 印度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量（万吨）及增长率
图 印度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产值（万元）及增长率
表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
列表
图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市场份额列表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5/32/ReMinZhiHangYeXianZhuangYuFaZhan.html
图 全球主要地区热敏纸2017年消费量市场份额
图 中国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
图 欧洲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日本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东南亚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图 印度市场热敏纸2019-2025年消费量（万吨）、增长率及发展预测
表 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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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图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1）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2）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3）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4）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5）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2019-2025 nián quánqiú yǔ zhōngguó rè mǐn zhǐ hángyè xiànzhuàng fēnxī
yǔ fāzhǎn qūshì yán jiù bàog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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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6）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7）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8）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8）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9）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9）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10）基本信息介绍、生产基地、销售区域、竞争对手及市场地位
表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品规格、参数、特点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品规格及价格
表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能（万吨）、产量（万吨）、产值（万元）、价格及毛利率（20132018年）
图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7年）
图 重点企业（10）热敏纸产量全球市场份额（2018年）
表 重点企业（11）介绍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产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产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产值（万元）（2019-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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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热敏纸价格走势（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值（万元）（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产值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分类价格走势（2019-2025年）
图 热敏纸产业链图
表 热敏纸上游原料供应商及联系方式列表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图 2018年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
表 全球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万吨）（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市场份额（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主要应用领域消费量增长率（2019-2025年）
表 中国市场热敏纸产量（万吨）、消费量（万吨）、进出口分析及未来趋势（2019-2025年）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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