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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润滑油是用在各种类型汽车、机械设备上以减少摩擦，保护机械及加工件的液体或半固体润

滑剂，主要起润滑、辅助冷却、防锈、清洁、密封和缓冲等作用（Roab)。

只要是应用于两个相对运动的物体之间，而可以减少两物体因接触而产生的磨擦与磨损之功

能，即为润滑油。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润滑油产业发展现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一

章。首先介绍了润滑油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润滑油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润滑油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润滑油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润滑油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润滑油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润滑油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润滑油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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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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国润滑油企业投融资及IPO上市策略指导（）

第一节 润滑油企业境内IPO上市目的及条件

一、润滑油企业境内上市主要目的

二、润滑油企业上市需满足的条件

（一）企业境内主板IPO主要条件

（二）企业境内中小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境内创业板IPO主要条件

三、企业改制上市中的关键问题

第二节 润滑油企业IPO上市的相关准备

一、企业该不该上市

二、企业应何时上市

三、企业应何地上市

四、企业上市前准备

（一）企业上市前综合评估

（二）企业的内部规范重组

（三）选择并配合中介机构

（四）应如何选择中介机构

第三节 润滑油企业IPO上市的规划实施



一、上市费用规划和团队组建

二、尽职调查及问题解决方案

三、改制重组需关注重点问题

四、企业上市辅导及注意事项

五、上市申报材料制作及要求

六、网上路演推介及询价发行

第四节企业IPO上市审核工作流程

一、企业IPO上市基本审核流程

二、企业IPO上市具体审核环节

三、与发行审核流程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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