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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末，我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达21908家，行业总资产达4.4万亿元，同

比增长20.60%。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达6万亿元，同比增长33.34%；实现利润总额达3978.19亿元，同比增长32.08%

。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细分子行业中，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工

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达16586亿元，同比增长34.51%；实现利润总额达956.9亿元，同比增

长37.60%。截止2010年，全国双氧水市场经历了3年来涨价幅度最大、涨价时间最长的一段日

子。华东地区由六百元(吨价，暴涨至一千九百元，涨幅216%；华北地区由六百五十元暴涨至

一千七百元，涨幅161%；东北地区由八百元暴涨至二千元，涨幅150%。近年来，我国双氧水

的消费量稳步增加，2000年，我国市场上双氧水的消费量为25万吨，2003年达到50万吨，翻了

一番。2004年表观消费量（以100%计）约为41.9万吨，2007年达到85.4万吨，2009年进一步增

加到约94.7万吨，同比增长约8.48%，2004-2009年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7.7%。2008-2010年

，国内双氧水(27.5%含量)市场出现供需平衡的状态。由于进入传统的需求淡季，后市价格呈

现缓慢下跌之势。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过氧化氢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过氧化氢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过氧化氢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

国过氧化氢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过氧化氢行业面临的机遇及

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过氧化氢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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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介绍

二、2010-2012年企业发展状况

三、企业战略发展分析

第六节 凯米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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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2010-2012年企业发展情况

三、企业财务状况

四、企业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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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2010-2012年企业发展情况



三、企业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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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武汉无机盐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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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投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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