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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08 年来，中国磷肥市场在价格走势、原料供应、出口形势、行业利润等方面都

发生剧烈波动，行业内部整合趋势逐渐明显。进入 2012 年后，宏观形势趋紧、供需

过剩、成本走高、出口受限成为制约磷肥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针对高浓

度磷复肥的行业准入政策即将出台；在扩张基本停滞的背景下，以资源为依托，技术

为引导的磷肥行业内部整合方兴未艾。 

由于磷肥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磷肥产业的发展

将对整个大农业领域持续发挥重要影响，磷肥行业在未来 3-5 年中的走向就成为从业

者和相关投资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化工信息中心、化肥领域各行业协会等提供

的数据和信息，分析磷肥行业的历史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对 2012-2015 年的中国磷

肥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重点讨论其行业政策、供需关系、原料供应形势、

行业利润率及成长性、物流及销售网络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可供业内人士和投资商提

供数据服务和决策参考。 

本报告所涉及的磷肥产品，包括单一磷肥（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钙镁磷肥等）

和磷复肥（磷酸二铵、磷酸一铵、三元复合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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