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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糠醇是糠醛与玉米芯的下游，糠醇的产量格取决于上游玉米芯和糠醛的生产供应。玉米芯可广泛运
用于生物发电和生物化学制品生产，如食用菌、木糖醇、中药底料等，因此，近年来玉米芯的需求量的
也持续增长，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玉米产量的变化对玉米芯的供应也有重大影响。玉米芯水解制成
糠醛、糠醛加氢制成糠醇都属于化工生产工艺，需要经过相关部门审批，获得专业资质才能生产经营。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糠醇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认为，我国糠
醇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具有丰富的玉米资源的地区，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其
中年生产能力 2 万吨以上的企业大约有 10 家左右，其它糠醇企业年生产量在1,000～20,000 吨，我国
这些具有一定规模的糠醇生产企业数量在30家左右。
2018-2025年中国糠醇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要的化工原料，同时也是医药、农药和涂
料等精细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汽车、造船、建筑、机械、医药、精细化工等行业对糠醇行业下游高附
加值产品的需求直接影响到糠醇的产量，近**年我国糠醇的产量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年我国糠醇产量达
到 33.5万吨，同比增长11.30%；**年糠醇产量达到 35.9万吨，同比增长7.16%；**年糠醇产量达到
38.6万吨，同比增长达到了 7.52%。
《2018-2025年中国糠醇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针对当前糠醇行业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威胁，提出糠醇行业发展投资及战略建议。
《2018-2025年中国糠醇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以严谨的内容、翔实的分析、权
威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等，帮助糠醇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
略。
《2018-2025年中国糠醇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是糠醇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
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糠醇行业发展趋势，洞悉糠醇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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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2018年糠醇行业运行概况
第一节 2018年糠醇重点产品运行
第二节 我国糠醇产业特征与行业重要性
一、在第二产业中的地位
二、在GDP中的地位
第二章 2018年全球糠醇行业规模及供需态势
第一节 全球糠醇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市场规模现状
二、需求结构分析
三、重点需求客户
四、市场前景展望
第二节 全球糠醇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一、生产规模现状
二、产能规模分布
三、市场价格走势
四、重点厂商分布
第三章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市场规模及供需发展态势
第一节 我国糠醇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一、市场规模现状
二、需求结构分析
三、重点需求客户
四、市场前景展望
第二节 我国糠醇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一、生产规模现状
二、产能规模分布
三、市场价格走势
四、重点厂商分布
第四章 糠醇行业相关政策趋势
第一节 行业具体政策
第二节 政策特点与影响分析
第五章 2013-2018年中国糠醇行业市场产销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3-2018年中国糠醇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分析
一、历年行业工业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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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年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9/15/KangChunDeXianZhuangHeFaZhanQuSh.html
三、历年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历年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五、历年行业市场占有率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糠醇行业不同类型企业分析
一、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工业产值分析
二、历年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析
三、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市场规模分析
四、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五、历年不同类型企业市场占有率分析
第六章 2018-2025年中国糠醇行业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需求分析及预测
第二节 供给分析及预测
第三节 进出口分析及预测
一、进口现状
二、出口现状
三、进出口预测
第四节 国内外市场重要动态
第七章 2013-2018年中国糠醇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糠醇行业市场区域发展状况及竞争力研究
一、华北地区
二、华中地区
三、华南地区
四、华东地区
五、东北地区
六、西南地区
七、西北地区
第二节 主要省市集中度及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中国糠醇行业竞争模式分析
第四节 中国糠醇行业SWOT分析
一、S.优势分析
二、W.劣势分析
三、O.机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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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威胁分析
章 2013-2018年中国糠醇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上游行业影响及趋势分析
第二节 下游行业影响及趋势分析
2018-2025年中國糠醇市場現狀研究分析與發展前景預測報告
第九章 中国糠醇行业风险分析
第一节 内部风险分析
一、技术水平风险
二、竞争格局风险
三、出口因素风险
第二节 外部风险分析
一、宏观风险
二、政策风险
三、关联行业风险
章 中国糠醇标杆企业分析
第一节 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二节 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三节 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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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四节 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
一、公司主营业务
二、公司经营状况
（一）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二）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三、公司优劣势分析
四、2018-2025年公司发展前景
第十一章 2018-2025年中国糠醇行业投资价值分析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kāngchún shìchǎng xiànzhuàng yánjiū fēnxī yǔ
fāzhǎn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第一节 投资风险预测
第二节 投资方向预测
第三节 投资热点预测
第四节 投资机会预测
第五节 (济,研,咨,询)投资效益预测
第十二章 研究结论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总产值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地位
图表 2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在GDP中所占的地位
图表 3 2013-2018年全球糠醇行业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表 4 2013-2018年全球糠醇行业产量及增长对比
图表 5 2013-2018年我国糠醇价格走势图
图表 6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对比
图表 7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表 8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产量及增长对比
图表 9 2013-2018年我国各月份糠醇行业均价 （ 元/吨 ）
图表 10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工业产值及增长情况
图表 11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工业产值及增长对比
图表 12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销售收入及增长情况
图表 13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销售收入及增长对比
China's sterol market status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report from 2018 to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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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图表 15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分布图
图表 16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17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规模分布图
图表 18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集中度分布图
图表 19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占有率分布图
图表 20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图
图表 21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产值预测图
图表 22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进口及增长情况
图表 23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进口及增长对比
图表 24 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主要出口国家及地区占比
图表 25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出口及增长情况
图表 26 2013-2018年我国糠醇行业出口及增长对比
图表 27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进口额预测图
图表 28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出口额预测图
图表 29 2013-2018年华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0 2013-2018年华中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订′购′热′线′０′10′66′1′8′1′09′9
图表 31 2013-2018年华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2 2013-2018年华东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3 2013-2018年东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4 2013-2018年西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5 2013-2018年西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对比图
图表 36 近六年玉米产量及玉米芯量（单位：万吨）
图表 37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38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39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40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41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2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3 近3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44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45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6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47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48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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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9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0 近3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1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2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53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54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55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6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7 近3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8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9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60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图表 61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62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63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64 近3年山西省高平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65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利润总额预测图
表格 1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结果
表格 2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产值预测结果
表格 3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进口额预测结果
表格 4 2018-2025年我国糠醇行业出口额预测结果
表格 5 2013-2018年华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6 2013-2018年华中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7 2013-2018年华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8 2013-2018年华东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9 2013-2018年东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10 2013-2018年西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11 2013-2018年西北地区糠醇行业盈利能力表
表格 12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13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14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15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16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7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18 近4年宏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19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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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0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21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表格 22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23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24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25 近4年河南汇隆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表格 26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表格 27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表格 28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利息倍数变化情况
中国のステロール市場状況分析と開発見通しは2018年から2025年に報告
表格 29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表格 30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31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表格 32 近4年山东张店东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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