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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份额上升至
38%，已经超过了饱和的欧美市场。全球表面活性剂市场预计在 2019
年将达到402.86 亿美元，市场总量将达到 2,280.2 万吨，2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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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多，其总量为 708
万吨，其次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占有的市场份额为 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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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随着我国国内表面活性剂生产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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