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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中国成品油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化工原料、润滑剂、石蜡、石油沥青、
石油焦6类。 其中，石油燃料产量最大，约占总产量的90%；各种润滑剂品种最多，产量约占5%。各国
都制定了产品标准，以适应生产和使用的需要。
据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成品油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显示，中
国成品油市场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在成品油批发市场开放后，国内成品油市场正在改变原有中石油、
中石化两大集团集中批发成品油的市场格局。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等扩大开放承诺
的兑现，以美欧大石油石化公司为主的外资企业抢滩中国大陆市场，国内市场进一步具有国际化的特征
，并且逐步形成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主导，国外大石油公司和国内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近年来，国家逐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相关政策，新价格机制及其配套政策密集出台——《
关于落实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进一步完善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补贴机制的实施意见
》、《关于落实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财政补贴机制的实施意见》、《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
等等。由此，被称为"既与国际接轨，又有所控制"、"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的国内成品油定价
机制初步形成。
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用汽车日益普及，**年国内市场成品油
消费中柴油和汽油的比例落至1.93：1的新低点。**年，我国成品油产量28491万吨，增长4.4%;成品油
表观消费量26928万吨，增长2.0%，其中汽油增长8.3%，柴油下降3.9%.**年1-**月，成品油产量
14861万吨，增长5.0%;成品油消费量13568万吨，增长3.2%，其中，汽油增长8.9%，柴油下降
1.6%.月底成品油库存环比回升11万吨，同比增长239万吨，处于较高水平。
长期来看，成品油市场需求增长空间仍然较大。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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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持续深入，石化产品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伴随着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形成和供
需的不断平衡，成品油市场的运行将越来越稳健。
《中国成品油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对成品油行业相关因素进行具
体调查、研究、分析，洞察成品油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成品油行业竞争格局的演变趋势以及成品油技
术标准、成品油市场规模、成品油行业潜在问题与成品油行业发展的症结所在，评估成品油行业投资价
值、成品油效果效益程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为成品油行业投资决策者和成品油企业经营者提供参
考依据。
第一章 中国成品油行业发展综述
1.1 成品油行业定义
1.1.1 行业定义
1.1.2 行业主要产品大类
1.1.3 生产工艺流程
1.2 成品油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2.1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1）美国经济运行情况
（2）欧元区经济运行情况
（3）日本经济运行情况
（4）新兴经济体经济运行情况
1.2.2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1）GDP增长情况分析
（2）工业经济增长分析
（3）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4）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6/02/ChengPinYouHangYeQianJingFenXi.html
（5）国内进出口总额情况
1.2.3 行业宏观经济环境小结
（1）美国页岩气革命：原油供给过剩
（2）石油受经济走势主导
（3）原油价格与美指呈反向弱相关
（4）石油需求端增量转向新兴市场国家
（5）国际原油价格创新低
1.3 成品油行业政策环境
1.3.1 成品油行业相关政策
（1）《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2007年1月1日施行）规范市场主体资质
（2）《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2009年5月7日）完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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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品油消费税上调
（4）成品油质量升级
1.3.2 成品油行业发展规划
（1）《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3）《石油流通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1.4 成品油行业替代品市场分析
1.4.1 醚基燃料市场分析
（1）醚基燃料发展背景分析
（2）醚基燃料技术核心分析
（3）醚基燃料性能分析
（4）醚基燃料经济社会效益
（5）醚基燃料的节能减排
1.4.2 甲醇汽油市场分析
（1）甲醇汽油特性分析
（2）甲醇汽油生产现状
（3）甲醇汽油技术进展
第二章 中国成品油行业产业链分析
2.1 成品油行业产业链简介
2.2 成品油行业产业链上游分析
2.2.1 原油储量分析
（1）世界原油储量分析
（2）中国原油储量分析
2.2.2 原油市场产销分析
（1）世界原油市场产销分析
（2）中国原油市场产销分析
2.2.3 原油价格分析
（1）原油价格走势分析
（2）原油价格走势预测
2.2.4 原油进口市场分析
（1）原油进口量分析
（2）原油进口价格分析
（3）原油对外依存度分析
2.3 成品油行业产业链下游分析
2.3.1 汽车行业发展分析
（1）汽车产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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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销量分析
（3）汽车产销结构分析
（4）汽车产销品牌竞争
（5）汽车保有量分析
（6）汽车保有量预测
（7）汽车耗油量预测
2.3.2 农用车及农业机械行业发展分析
（1）拖拉机产量分析
（2）拖拉机销量分析
（3）拖拉机品牌竞争
（4）拖拉机保有量现状
（5）拖拉机保有量预测
（6）拖拉机耗油量预测
2.3.3 航空航天行业发展分析
（1）中国在册通用航空器数量分析
（2）中国通用航空飞机作业量分析
（3）航空油耗预测
2.3.4 公路建设行业发展分析
（1）公路发展现状
（2）公路投资规模分析
（3）公路养护规模分析
（4）公路对沥青的需求量分析
2.3.5 航运业发展分析
（1）基础设施建设
（2）水上运输设备
（3）水路运输分析
（4）水路建设分析
（5）航运耗油分析
2.3.6 燃油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1）电力供应分析
（2）电力消费分析
（3）电力构成分析
（4）燃油发电耗油分析
第三章 成品油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3.1 全球成品油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3.1.1 全球成品油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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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成品油工业格局悄然改变
（2）全球成品油贸易呈现新特征
（3）美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将成为重要的出口基地
3.1.2 全球成品油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3.2 全球主要成品油生产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3.2.1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Status of refined oil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 (2018-2025 years)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4）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5）企业在华营销策略分析
3.2.2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集团（ROYAL DUTCH/SHELLGROUP）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4）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2.3 英国石油公司（BP）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4）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5）企业在华加油站数量规模
3.2.4 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4）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2.5 美国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
（1）企业发展概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4）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3 中国成品油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3.3.1 中国成品油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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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格局分析
（2）区域竞争分析
（3）成品油销售竞争分析
3.3.2 中国成品油行业五力模型分析
（1）上游议价能力分析
（2）下游议价能力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新进入者威胁分析
（5）竞争状况分析
（6）成品油行业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四章 中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及发展趋势分析
4.1 全球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4.1.1 全球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现状
4.1.2 主要国家和地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1）美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2）日本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3）欧洲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4.2 中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4.2.1 中国成品油价格管理机制分析
4.2.2 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进程
4.2.3 中国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分析
4.2.4 中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比较
（1）中美成品油价格机制的区别
（2）形成中美成品油价格机制差异的原因
（3）中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经济效益分析
4.2.5 国际成品油价格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4.2.6 我国实施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4.3 中国成品油市场价格分析
4.3.1 中国成品油市场价格调整分析
4.3.2 中国成品油价格现状分析
4.3.3 中国成品油价格走势预测 咨,询,电话:4,0,０,6,12,8,66,8
第五章 中国成品油市场研究及前景预测
5.1 成品油产销分析
5.1.1 成品油生产分析
5.1.2 成品油消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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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成品油库存分析
（1）汽油库存分析
（2）柴油库存分析
（3）煤油库存分析
5.2 成品油运输市场分析
5.2.1 铁路运输市场分析
5.2.2 管道运输市场分析
5.3 成品油营销机构分析
5.3.1 油库建设分析
（1）油库布局现状
（2）油库容量预测
5.3.2 加油站建设分析
（1）加油站规模
（2）加油站布局
（3）加油站经营现状
5.4 成品油进出口市场分析
5.4.1 成品油出口情况
（1）成品油出口总体情况
（2）成品油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5.4.2 成品油进口情况分析
（1）成品油进口总体情况
（2）成品油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5.5 成品油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5.5.1 成品油产量预测
5.5.2 成品油消费量预测
第六章 中国成品油行业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6.1 汽油市场分析
6.1.1 汽油市场供应情况
6.1.2 汽油市场需求情况
6.1.3 汽油市场价格走势
6.1.4 汽油进出口分析
6.1.5 汽油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6.1.6 汽油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6.2 柴油市场分析
zhōngguó chéngpǐn yóu shìchǎng xiànzhuàng diàoyán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fēnxī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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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柴油生产企业产量
6.2.2 柴油市场需求情况
6.2.3 柴油市场价格走势
6.2.4 柴油进出口分析
6.2.5 柴油对外依存度分析
6.2.6 柴油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6.2.7 柴油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6.3 煤油市场分析
6.3.1 煤油生产企业产量
6.3.2 煤油市场需求情况
6.3.3 煤油市场价格走势
6.3.4 煤油进出口分析
6.3.5 煤油对外依存度分析
6.3.6 煤油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6.4 润滑油市场分析
6.4.1 润滑油生产企业产量
6.4.2 润滑油市场需求情况
6.4.3 润滑油市场价格走势
6.4.4 润滑油进出口分析
6.4.5 润滑油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6.5 燃料油市场分析
6.5.1 燃料油生产企业产量
6.5.2 燃料油市场需求情况
6.5.3 燃料油市场价格走势
（1）华南市场燃料油价格走势
（2）华东市场燃料油价格走势
（3）山东市场燃料油价格走势
6.5.4 燃料油进出口分析
6.5.5 燃料油政策变化
6.5.6 燃料油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6.6 石蜡市场分析
6.6.1 石蜡产量分析
6.6.2 石蜡需求分析
6.6.3 石蜡进出口分析
6.6.4 石蜡价格走势分析
6.6.5 石蜡需求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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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沥青市场分析
6.7.1 沥青产量分析
6.7.2 沥青需求分析
6.7.3 沥青出口分析
6.7.4 沥青进口分析
6.7.5 沥青价格走势分析
（1）国际沥青市场产品价格分析
（2）国内沥青行业市场格分析
6.7.6 沥青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1）沥青需求结构预测
（2）沥青行业规模预测
6.8 石油焦市场分析
6.8.1 石油焦产能分析
6.8.2 石油焦产量分析
6.8.3 石油焦消费分析
6.8.4 石油焦进出口分析
6.8.5 石油焦市场需求前景预测
第七章 中国成品油行业重点区域发展分析
7.1 中国成品油行业区域市场格局分析
7.2 山东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7.2.1 山东省成品油政策分析
（1）《山东省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试行）》
（2）《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成品油消费税抵扣管理的公告》（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公
告2015年第13号）
（3）《山东省2013-2017年加油站及油库发展规划》
（4）《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车用成品油升级的通告》
（5）《山东省物价局调整成品油价格公告（2015年第4号）》
7.2.2 山东省成品油市场分析
（1）山东省成品油产量分析
（2）山东省成品油价格分析
7.2.3 山东省成品油市场前景分析
7.3 辽宁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7.3.1 辽宁省成品油政策分析
（1）《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领域车用燃油专项整治方案》
（2）辽宁省成品油质量抽查检验
（3）《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开展全省原油、成品油储存设施及输油气管道环境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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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通知》
7.3.2 辽宁省成品油市场分析
（1）辽宁省成品油产量分析
（2）辽宁省成品油价格分析
7.3.3 辽宁省成品油市场前景分析
7.4 广东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7.4.1 广东省成品油政策分析
（1）《广东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实施方案》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
知》粤府办〔2012〕108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广使用国Ⅴ车用燃油的通知》粤府函〔2014〕107号
（4）《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油库现场摸底核查工作的通知
》
（5）《广东省道路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7.4.2 广东省成品油市场分析
（1）广东省成品油产量分析
（2）广东省成品油价格分析
7.4.3 广东省成品油市场前景分析
7.5 江苏省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7.5.1 江苏省成品油政策分析
（1）《江苏省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江苏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以及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
》
7.5.2 江苏省成品油市场分析
（1）江苏省成品油产量分析
（2）江苏省成品油价格分析
7.5.3 江苏省成品油市场前景分析
第八章 中国成品油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8.1 成品油企业发展总体状况分析
8.1.1 成品油行业企业规模
8.1.2 成品油行业企业工业产值情况
8.1.3 成品油行业企业销售收入情况
8.1.4 成品油行业企业利润总额情况
8.2 成品油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2.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成品油行业前景分析

-11-

中国成品油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8-2025年）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中国の発展の展望（2018年から2025年の年）の精製油の市場調査および分析のステー
タス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3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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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7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2.8 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9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2.10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九章 济研′咨′询:中国成品油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中國成品油市場現狀調研與發展前景分析報告（2018-2025年）
9.1 成品油行业投资分析

成品油行业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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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成品油行业投资壁垒
（1）政策壁垒分析
（2）资金壁垒分析
（3）资源壁垒分析
9.1.2 成品油行业投资最新动向
9.2 成品油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9.2.1 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9.2.2 行业关联行业风险
9.2.3 行业政策风险
9.2.4 市场竞争风险
9.2.5 行业汇率风险
9.3 成品油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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