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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新型肥料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新

型肥料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新型肥料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新型肥料行业的现状、中国

新型肥料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新型肥料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新型肥料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型肥料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型肥料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由于传统肥料不能适应我国农业的发展，近年来新型肥料迅速崛起发展，我国新型肥料市

场趋势预测广阔，据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继凯介绍，随着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步伐推进和&ldquo;有机产业&rdquo;的快速发展，化学类新型肥料市场销售受到不同程度

影响，但仍然占据绝对性市场份额。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新型肥料施用总量最高的国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在所

有的新型肥料中，大约45%用于粮食作物，55%用于蔬菜、经济作物和其他行业。山东、河南

、河北、黑龙江、吉林五省是我国新型肥料投入量前五的省份，五省总用量达到1500万吨，

约占全国使用量的43%左右。另一方面，新型有机肥、生物肥等新型肥料发展速度迅猛。

     2014年，国内新型肥料生产企业达到6600多家，其中中小企业占95%以上，新型肥料品种达

到5000多个，新型肥料的产量为3500-3700万吨之间，应用面积达9亿亩左右。整个新型肥料产

业以年平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生产总值近900亿元，利润达到近120亿元。

     预计在2017年后，我国新型肥料产能的年均增长率仍会保持在20%以上。其中的生产厂家也

以每年近200家的速度增加，新型肥料产量将持续走高；与此同时，部分子产业将迎来产业爆

发，包括水溶肥、商品有机肥、微生物肥料的新型肥料将扶持政策和补贴力度加大将迎来产

能提升的高峰。农化服务和农资电商平台将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和行业自律受到企业的

重视，另外则是新型肥料业内的国际合作更加频繁，企业国际化战略继续推进，企业之间的

产业兼并重组紧迫性将更加强烈。

     2014年，我国新型肥料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正在不断推动肥料产业

进入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常态。2014年，我国在缓控释肥、商品有机肥、水溶肥、微生物肥和

功能性肥料方面的研究和产业化上都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企业和高校主要围绕测缓释控肥

、稳定性肥、水溶肥、灌溉肥、硝基肥、腐植酸肥、有机-无机复混肥、土壤调理剂等多种新

型肥料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以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

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等为代表的60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参与了新型肥

料技术方面的研究。



       施肥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也是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化肥是农业生产

最基础而且是最重要的物质投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化肥在对农作物增产的总

份额中约占40%～60%。中国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可以说化肥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新型肥料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6年我国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产量达7004.9万吨，累计下降4.8%。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产量_当期值(万吨)             580.3       

     593.9             614.2             611.5             608.1             601.2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

（折纯）产量_累计值(万吨)             7004.9             6752.8             6158.7             5529.5             4927.9          

  4309.5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产量_同比增长(%)             -6.1            

-10.2             -5.3             -6.3             -13.7             -4.8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

）产量_累计增长(%)             -4.8             -2.4             -1.9             -1.9             -0.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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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型肥料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五章 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投资和风险预警分析

 第一节 2018-2024年新型肥料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2024年新型肥料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进入壁垒

 二、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盈利模式

 三、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盈利因素

 第三节 2018-2024年新型肥料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政策风险

 二、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技术风险

 三、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供求风险

 四、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其它风险

 第四节 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投资机会

 一、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最新投资动向

 二、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十六章 2018-2024年中国新型肥料行业投资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新型肥料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一、坚持产品创新的领先战略

 二、坚持品牌建设的引导战略

 三、坚持工艺技术创新的支持战略

 四、坚持市场营销创新的决胜战略

 五、坚持企业管理创新的保证战略

 第二节 新型肥料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十七章 2018-2024年新型肥料行业投资建议

  

 主要图表：（部分）



 图表 2010-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分析

 图表 2010-201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4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0-2017年建筑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0-2017年粮食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0-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速度

 图表 2014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0-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 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4年主要商品进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0-2017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图表 2014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图表 2010-2017年我国人口数量变化图

 图表 2010-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图表 2010-2017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 2010-2017年中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 2010-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资产变化情况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资产变化趋势图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数量总体情况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销售收入总体情况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销售收入总体变化趋势图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利润总额分总体情况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利润总额总体变化趋势图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中国新型肥料所属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进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进口来源分析

 图表 2014-2017年我国新型肥料出口流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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