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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6-2022年中国种子行业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共十五章是博思数据中心咨询公司

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博思

数据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

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种子行业研究报告是2014-2015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

、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前言

    种子居于农业生产链条的最上源，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 就目前而言，我国种子行业企业数量依旧众多，但普遍上较小。种业企业

总量由3年前的87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5200多家，减幅达40%；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企业106家

，增幅近2倍，但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仅为2.03%左右；销售额过亿元企业119家，增幅30%；

前50强种业企业销售额已占全国30%以上。

    市场规模方面，2007年我国种子市场规模约为300亿元，到2009年约为418亿元，2013年种子

市场规模达到了约668亿元。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种子行业具有巨大、稳定的市场需求。随着种子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2012年中国种业的年销售额超过600亿元，平均销售毛利率超过40%，    2013年中国种业

的年销售额约为668亿元。依据近年来的销售额进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种业的销售额将突

破1500亿元。

    中国种业市场显然是一个极为诱人的市场，且中国种子市场巨大的潜力一直吸引着国际种

业公司。随着种子市场的大门在逐渐开放，世界种业巨头积极在中国种业&quot;排兵布

阵&quot;。跨国种业公司的进入，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同时也给

中国国内的种子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必将进一步促进种子行业的优胜劣汰和行业整合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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