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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5年，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的环境下，在国内市场强劲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硫酸

产业整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随着产业投入加大、技术突破与规模积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开始迎来发展的加速期。

 中国硫酸产量及增长情况分析

  

     2014年中国硫酸产量(折100%)达8846.35万吨，比2013年同期增长了9.5%。自2010年以来，中

国硫酸产量(折100%)产量整体保持增长的态势，产量均高于7000万吨。2014年磷矿石产量增长

率一度高达9.5%，达8846.35万吨。除了2012年硫酸产量增长率低于5%，其他三年增长率均高

于或等于5%。预计2015年中国磷矿石产量将保持增量增速的态势。

 

 2014年中国硫酸产量(折100%)分省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地区             产量（吨）           

 占比                               全国             88463451.67                                             云南省             13714254.03            

15.50%                               湖北省             6913081.87             7.81%                               四川省             6953259.3

            7.86%                               安徽省             6363174.64             7.19%                               山东省            

6259620.95             7.08%                               贵州省             6894078.66             7.79%                               河南省

            4760260.7             5.38%                               湖南省             3976206.98             4.49%                               甘

肃省             3475822             3.93%                               广西             3298897.75             3.73%                               

江西省             3337449.51             3.77%                               江苏省             3566525.42             4.03%                  

            广东省             2781845.35             3.14%                               内蒙古             2837667.43             3.21%      

                        重庆市             2028290.59             2.29%                               福建省             1866342.16            

2.11%                               河北省             1591621.59             1.80%                               浙江省             1765479.58

            2.00%                               辽宁省             1806111.85             2.04%                               陕西省            

1324858.16             1.50%                               吉林省             643784             0.73%                               山西省        

    417895.94             0.47%                               新疆             659689.29             0.75%                               宁夏          

  362240.06             0.41%                               青海省             411463.81             0.47%                               天津市  

          244834.87             0.28%                               上海市             181009.88             0.20%                               黑

龙江省             27685.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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