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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甲醇汽油是指国标汽油和甲醇及添加剂按一定的体积（质量）比例经过严格的流程调配而成的一种
新型环保燃料，是汽车用燃料替代品，它是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油是全球最主要的一次能源，截
至**能源短缺的实质是原油短缺。车用燃料是原油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占全球原油总消耗量的70%以上
。甲醇汽油是一种"以煤代油"路径，可以作为汽油的替代物从而实现对原油的部分替代。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认为，甲醇汽
油是指国标汽油（93#、97#等）、甲醇、添加剂按一定的体积（质量）比经过严格的流程调配而成的一
种新型环保燃料甲醇与汽油的混合物。也包括甲醇、乙醇、正丙醇、正丁醇和异丙醇的混合醇等与汽油
的混合物。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15甲醇汽油。抗爆性能好，研究法辛烷值
（RON）随甲醇掺入量的增加而增高，马达法辛烷值（MON）则不受影响。燃烧排出物的毒性比普通
含铅汽油小，排气中一氧化碳含量也较少。燃烧清洁性能良好。但一般的甲醇汽油对汽油发动机的腐蚀
性和对橡胶材料的溶胀率都较大，且易于分层，低温运转性能和冷起动性能不及纯汽油，可用作车用汽
油代用品。许多国家作了大量使用试验，有的也在产业化使用。
甲醇汽油由基础汽油、甲醇及添加剂组成。甲醇汽油的技术关键核心是添加剂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控
制。甲醇汽油添加剂是一种新型环保燃料助剂产品，是在甲醇（符合GB338-2004优等品甲醇指标）中
加入一种复合添加剂后对甲醇进行变性处理，再按照规定比例和普通汽油混合后作为车用燃料，使其改
性，使其燃烧速度、气化热值、互溶性、爆发力加速性能等方面接近传统汽油的甲醇燃料，低比例成品
油无须对发动机和装置进行改造，可直接使用。
甲醇汽油中的甲醇既是一种能源，又是汽油品质的改良剂和绿色增氧剂。由于甲醇含氧原子，使汽
油充分燃烧，能有效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有害气体总量的50%以上，有利于保护大气环境。所以甲醇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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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成本低，节省资源节省外汇造福人类，市场竞争力强，具有极好的发展前景。
**年**月全国各省市精甲醇产量统计表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依据国家权威机构及甲醇汽油相
关协会等渠道的权威资料数据，结合甲醇汽油行业发展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对甲醇汽油行业进行调研分析。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通过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甲醇汽油行业企业准确把握甲醇汽油行业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投资
策略。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是甲醇汽油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甲醇汽油行业发展趋势，洞悉甲醇汽油行业竞争格局，规避
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第一章 甲醇汽油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甲醇汽油基础阐述
一、甲醇汽油特性
二、甲醇汽油成分及所占比重
第二节 发展甲醇汽油对国民经济重要性分析
一、原油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二、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有利于环境的改善
第三节 甲醇汽油的用途
一、甲醇汽油的用途介绍
二、甲醇汽油的主要应用领域
第二章 2017年国际甲醇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世界甲醇工业综述
一、世界甲醇工业发展回顾
二、世界甲醇工业的发展特点分析
三、世界甲醇市场供求格局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世界主要地区甲醇投产项目及在拟建项目情况分析
一、亚太地区
二、中东地区
三、欧洲地区
四、南美/拉丁美洲地区
第三节 2017年美国甲醇产业运行分析
一、美国甲醇需求市场分析
二、美国研发出甲醇燃料电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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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甲醇汽车的发展概况
四、美国甲醇市场动态分析
第四节 2017年世界其他国家甲醇工业发展分析
一、欧洲甲醇生产消费情况
二、法国甲醇生产技术使成本降低
三、日本二氧化碳制甲醇将工业化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7/28/JiaChunQiYouDeXianZhuangHeFaZhan.html
第三章 2017年中国甲醇行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甲醇市场发展分析
一、国内甲醇市场受国际天然气大涨影响
二、中国甲醇市场快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三、中国甲醇市场发展整体分析
第二节 2017年国内甲醇项目原料路线分析
一、天然气制甲醇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二、煤炭制甲醇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三、焦炉气制甲醇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甲醇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29051100）
一、甲醇进出口数量分析
二、甲醇进出口金额分析
三、甲醇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四章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解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一、甲醇汽油国家标准
二、危险化学品管理
三、工信部出台规范甲醇汽油的明确政策意见
四、力推甲醇汽油汽车补贴政策出台
2018-2025年中國甲醇汽油市場現狀調研分析及發展前景報告
五、甲醇汽油消费税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社会环境分析
第五章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运行新形势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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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业运行总况
一、国内甲醇汽油工业生产分布
二、中国甲醇汽油工业发展潜能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业运行综述
一、甲醇汽油时代来临
二、新型甲醇汽油：用科技力量推动中国新能源产业增长
三、甲醇汽油国标出台对产业的影响
第三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发展应用情况分析
一、甲醇汽油在国内外的成功实践
二、我国甲醇汽油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甲醇汽油大力推广仍需时日
第六章 2013-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相关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7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
……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7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
……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7年中国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
…… 咨询热线:010-6618２099
第七章 2013-2017年中国精甲醇汽油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精甲醇汽油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6-2017年精甲醇汽油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6-2017年精甲醇汽油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精甲醇汽油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7年全国精甲醇汽油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7年精甲醇汽油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精甲醇汽油产量增长性分析
一、产量增长
二、集中度变化
第八章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市场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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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甲醇汽油市场动态分析
一、营口甲醇汽油项目已签约156个加油站
二、M85甲醇汽油标准将于下月实施
三、简阳甲醇汽油项目预计年底即可投产
第二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市场产品需求分析
一、甲醇汽油需求量分析
二、甲醇汽油需求特点分析
三、甲醇汽油潜在需求开发分析
四、甲醇汽油消费量与实际需求量关系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产品价格分析
一、2017年市场产品价格走势
二、市场产品价格趋势预测
三、煤炭价格走势对甲醇汽油影响
第九章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甲醇汽油竞争趋势
二、加工工艺是核心竞争力
三、价格、成本竞争
四、可替代品竞争分析
第二节 甲醇汽油企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三节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生产企业的集中分布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 2017年国内外甲醇汽油生产工艺及技术趋势研究
第一节 当前我国甲醇汽油技术发展现状
第二节 我国甲醇汽油产品技术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 中外甲醇汽油技术差距及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分析
第四节 提高我国甲醇汽油技术的对策
第五节 中外主要甲醇汽油生产商生产设备配置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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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我国甲醇汽油产品研发、设计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 2017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重点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1088）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018--2025現状調査、中国のメタノールガソリン市場分析と開発の展望レポート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598）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9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392）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123）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甲醇汽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7-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前景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市场状况预测分析
一、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产量预测分析
二、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需求状况预测分析
三、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发展技术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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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醇汽油生产技术新突破
二、甲醇汽油应用技术的新发展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市场前景预测
一、车用能源多元化甲醇汽油前景广阔
二、环保节能甲醇汽油前景展望
三、甲醇汽油是值得推广的好项目
四、甲醇能源的应用前景分析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投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发展方向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积极开发新品种及高档次产品
三、参与全球竞争，与全球惯例接轨
四、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十四章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投资战略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投资概况
一、甲醇汽油行业投资特性
二、甲醇汽油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投资机遇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甲醇汽油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国内同业竞争风险
二、国际同业竞争风险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jiǎchún qìyóu shìchǎng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jí fāzhǎn qiánjǐng bàogào
三、行业金融信贷市场风险
四、产业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四节 济研 咨 询 专家投资建议
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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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2018--2025 The Present Situation Survey China methanol gasoline marke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report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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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山西华顿实业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漯河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债情况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 湖口双隆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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