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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本报告是一份对未来 5-15 年中国农药行业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分析的专业报告。报告根据国

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化工信息中心、农业部、农药行业协会、各地植保部门等提供的数据和

信息，分析农药行业的历史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 5-15 年的中国农药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预测，从而评估中国农药行业及各子行业的投资机会及价值。 
通过对政策环境、供需关系、原料保障、成本效益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报告将力图回答以

下问题： 
1、 中国农药行业及子行业政策环境的变化趋势。 
2、 中国农药的需求增长潜力。 
3、 中国农药行业的供给能力的增长趋势。 
4、 中国农药生产原料的保障能力的变动趋势。 
5、 中国农药行业及各主要子行业的行业竞争力的变化。 
6、 在政策环境、供需关系、原料保障、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约束下，未来中国农药行业的

发展前景如何？ 
7、 未来中国农药行业及各子行业的投资机会和价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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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除草剂政策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3.2.1 除草剂产业政策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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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除草剂行业准入制度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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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农产品收益变动对除草剂消费的影响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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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除草剂供给能力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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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中国除草剂产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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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中国除草剂进口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3.4.4 中国除草剂供给能力增长潜力展望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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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甲醇对除草剂行业的供应保障能力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3.7，中国甲醇产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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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中国甲醇价格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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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1 除草剂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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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除草剂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3.7.2 除草剂行业增长性与波动性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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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除草剂铁路运输状况评价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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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除草剂公路运输状况评价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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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物农药政策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2.1 生物农药产业政策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2.2 生物农药行业准入制度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2.3 生物农药行业技术政策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2.4 生物农药行业税收政策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2.5 生物农药行业投资政策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2.6 生物农药行业政策环境综合评价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3 生物农药需求量增长潜力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3.1 影响生物农药需求量的主要因素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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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中国生物农药消费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3.3 生物农药需求量增长潜力展望.................................................... 错误！未定义书签。 

4.4 中国生物农药供给能力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4.1 中国生物农药产能增长潜力分析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4.2，中国生物农药产量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4.2 中国生物农药生产布局走向预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4.3 中国生物农药供给能力增长潜力展望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5 生物农药行业竞争力现状和前景展望 ................ 错误！未定义书签。 

4.5.1 生物农药行业利润率分析及展望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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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生物农药行业成本分析及展望....................................................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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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生物农药行业竞争力分析及展望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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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除草剂平衡表, 2003-200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20, 除草剂分省产量, 2003-2007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21, 非零售除草剂分国别进口量, 2003-2007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22，除草剂分国别出口量, 2003-2007 ........................................... 错误！未定义书签。 

表 23, 中国除草剂消费（分农产品）, 2003-2007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5, 中国草甘膦出厂价, 2003-2008 ..................................................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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