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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肥行业.
走向复合肥及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化肥行业未来发展将会面临
重大挑战。虽然在复合肥及可持
续解决方案领域中将产生一些发
展机遇，但国内企业仍亟需警觉
未来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及其可
能带来的对出口和国内业务的双
重影响。对化肥企业而言，为了保
持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卓越的
销售与营销能力将变得更为重
要。

农业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提高农用化学品施用效果和更好
地保护环境，政府正不断加强对农用化学品的管理。化肥工业“十二
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可总结为：升级、整合与
国际化。

中国化肥行业

行业稳步增长，推动复合肥和可持续解决方案
根据主要营养成分，化肥可分为三大类：氮肥
（N）、磷肥（P）和钾肥（K）。不同的营养成
分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各有作用：氮是光合作用
中叶绿素的主要成分。磷可以促进植物根、花、
果实的健康生长和发育，并可促进植物成熟。钾
可以提高作物的水分吸收，以及作物对疾病和温
度的抗逆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肥市场，2010年消费量
达6,300万吨（根据国际肥料工业协会IFA的数
据，2010年全球化肥总消费量为1.7亿吨）。经
历了2005-2010年均2.9%的稳步增长后，未来国
内的化肥消费量预计将会继续增长，与粮食产
量及农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国家发改委预
测，2010-2015年间，化肥消费量的增速将放缓
（图例1），部分归因于城市化进程而导致的耕
地减少，以及化肥施用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三大类化肥（氮、磷、钾）在国内市场施用率、
应用范围和价格上显现出显著差异。氮肥拥有最
高的施用率，占化肥总消费量近三分之二。例
如，2010年国内种植玉米的氮肥平均施用量约
152磅/英亩，相比之下，美国和巴西的用量分别
为140磅/英亩和50磅/英亩。而由于高价导致施

用率较低，国内钾肥消费量只占化肥总消费量
11%左右。仍以玉米种植为例，2010年中国平均
钾肥施用量为6磅/英亩，而美国和巴西的施用量
分别达到了57磅/英亩和47磅/英亩（数据来源于
加拿大钾肥集团PotashCorp）。
中国与国际上化肥施用量的不同，主要是受到
价格因素影响：钾肥由于国内供给的结构性短
缺，价格较高。Wind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
钾肥均价约为3,750元/吨（硫酸钾），这一价
格比磷肥高（磷酸二铵3,180元/吨，磷酸一铵
2,540元/吨），更大幅高于氮肥（尿素均价2,150
元/吨）。价格上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氮
肥的过量使用，并导致很多环境问题，比如水体
污染和土壤酸化。
作为单质肥的补充，复合肥在国内发展迅速，目
前已经占化肥总消费量的30%左右。复合肥包含
三大营养成分（氮、磷、钾）中的两种或三种，
同时加入其它次级或微量营养元素，达到增强肥
效、减少施肥频率的目的。受到政府扶持政策的
影响，未来复合肥的施用率将会进一步上升，根
据化肥工业“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的复
合肥施用比例将达到40%（即2010-2015年间，
复合肥年复合增长率为7%）。

图1：中国化肥行业消费动态
表观消费量按成分分类（2005-201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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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化肥是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其在国际贸易
中供需情况的变化，对生产企业的影响越来越
大。比如，中国的氮肥生产企业需要紧密关注特
定地区的出口风险，因为这些地区近期氮肥产能
将会大幅提高，之后将不仅满足本地区供应，也
可用于出口。以美国为例，历来是氮肥进口大国
的美国，由于页岩气的兴起，行业格局正发生重
大改变，大量尿素生产的新扩建投资项目正纷纷
上马或进入规划阶段。美国农业部（USDA）数
据表明，2012年美国净进口630万吨无水液氨以
及660万吨尿素，其中半数来自中东，5%来自中
国。而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宣布的未来5年新建尿
素产能已超过1,000万吨，这些新增产能将会减
少美国从中东的进口需求，从而可能迫使中东企
业寻找周边替代市场，比如印度或泰国。由此可
见，除国内市场可能面临的压力以外，中国氮肥
企业的传统出口市场，比如印度、泰国和美国，
也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中国企业积极应对。

各类化肥差异化的进出口态势
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化肥出口逐渐发展，2010
年，氮肥和磷肥出口量分别占国内总产量的10%
（460万吨）和16%（270万吨）。与此同时，国
内钾肥仍然严重依赖进口，2010年钾肥进口量为
320万吨（相当于钾肥总消费量的45%），主要
来自于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图例1）。
中国化肥行业的进出口平衡，是全球化肥供需全
景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自然资源（矿藏）或
天然气（天然气/合成气）的资源分布不均，世
界上不同地区的化肥生产组合差别巨大。因此对
于不同养分的化肥，全球有着不同的生产集中地
或“重心”：氮肥主要由亚洲和中东出产；磷肥
主要产地为亚洲、非洲以及北美；钾肥主要来自
北美和前独联体地区（图例2）。

图2：化肥供应全球概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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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钾肥外的高度分散供应格局
中国化肥行业高度分散，并且由国内企业所主
导。2010年，中国前8大化肥企业合计在5,070亿
元的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到20%。这些领先企业
中包括贸易型企业（中化化肥经销氮磷钾肥），
生产型企业（湖北宜化生产氮肥，云天化生产磷
肥，青海盐湖生产钾肥）以及复合肥企业（比如
金正大）。
不同类型的单质肥，其行业分散程度大不相同。
氮肥供应高度分散，钾肥供应高度集中，而磷肥
供应介于二者之间。考虑到行业未来可能面临的
挑战，中国政府在化肥工业“十二五”规划中，
提出了一系列差异化举措，推动氮肥行业的整
合，推进钾肥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同时限制磷肥
行业的产能扩张。
中国氮肥行业集中度正在不断提高，近期发生
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以2010年湖北宜化、晋
煤集团及山西阳煤为代表。2012年以尿素产能
计算，氮肥行业前9名企业合计占有行业总产能
的35%。与此同时，2009年开始氮肥行业产量
出现下跌 ，主要由于国家法规推动行业整合，
限制了新进入企业以及氮肥企业数量。
中国磷肥行业的集中度也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活动
得到了提高。2011-2012年间，中化化肥、六国
化工以及新都化工，都在国内收购了一些大型磷
肥生产企业。同时，政府监管机构也停止了磷肥
行业新建扩建项目的审批。

与氮肥或磷肥行业不同，钾肥行业已经高度集
中。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其国际化进程，目的在于
获取海外资源、培养新进入企业。2012年，中国
前5名钾肥生产企业合计占有国内硫酸钾和氯化
钾600万吨总产能的90%。国内生产企业主要位
于西北地区，如新疆和青海等省份，因为这些省
份有着丰富的钾矿资源。同时，钾肥行业也有一
些新进入企业，从事钾肥进口贸易活动。比如，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与美国钾肥生产企业Prospect
Global Resources Inc达成一项为期10年、总额20亿
美元的钾肥供应协议（图例3）。
长久以来，国外化肥企业在华的市场份额非常有
限（以市场规模计），因为中国的氮肥和磷肥已
大量供过于求，并且在中国销售需要建立复杂
而庞大的分销网络。国外企业尝试通过不同的模
式，与中化化肥（国内最主要的农用化学品销售
平台）展开合作，但这些合作模式也各有局限。
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通过与国内化肥企业签订
商业协议，选择中化化肥或其他公司作为其国内
的独家代理（钾肥企业Canpotex是比较典型的例
子）。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与国内企业成
立合资企业，或参股国内企业。比如，加拿大钾
肥集团PotashCorp拥有中化化肥22%的股权，美
国Agrium参股了国内某化肥分销企业。另一些国
外企业希望对市场有更强的控制，建立大客户团
队服务于氮磷钾肥的主要客户，同时利用地区性
经销商覆盖中小型客户和其他终端客户。

图3：国内三大类化肥供应结构（以相关国内产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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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盈利差异，市场路径为成功关键
国内的主要化肥企业大多实现了在价值链上的
一体化定位，从原材料生产到品牌经营与分销
都有参与，不仅多元化肥生产商（比如鲁西
化工），专一化肥生产商（比如国投罗布泊钾
肥）也采用这一方式。随着复合肥发展的大趋
势，一些企业（比如金正大和斯坦利复合肥）
已定位为专业的复合肥生产商：他们一般对外
采购单质肥，进而加工生产复合肥。跨国企业
（比如雅苒、K+S、Agrium和PotashCorp）在中
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工作重点在于销售与分销渠
道。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外国企业（美盛）在中国
建立了生产装置，拥有两家生产散装掺混肥料的
工厂，分别位于秦皇岛和烟台（图例4）。
考虑到化肥原料获取的重要性（尤其是磷肥和钾
肥），中国化肥企业正在积极寻找海外资源，努
力向上游整合。去年，老挝的钾矿资源对中国投
资开放。2010年，中农集团获得了老挝某钾矿

的开采权，该钾矿总储量约4亿吨。2011年，云
天化集团也在老挝获得了8亿吨储量钾矿的开采
权，设计年产能约5万吨。中国企业对磷矿资源
的海外投资则结果各不相同。2009年，瓮福集团
与澳大利亚传奇集团Legend Corp成功结成战略联
盟，共同开发开采澳大利亚昆士兰的磷矿资源，
储量约500万吨，两公司计划在澳洲资源现场生
产磷肥，并出口到中国。其他的海外收购，包括
重庆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与约旦磷酸盐公司
联合开发约旦磷矿，以及中化集团哈萨克磷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但是目前业务条款及
合作原则尚未谈妥。
总体而言，中国单质肥和复合肥企业的盈利状况
尚可。以复合肥为例，抽样的几家生产企业的息
税前利润率（EBIT）平均为6-7%。同时复合肥生
产对资产密度要求较低（轻资产战略），并且政
府大力推动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应用发展，这些都
是复合肥企业长期盈利的良好保障。

图4：中国化肥行业运营模式和盈利
EBIT息税前利润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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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不同的化肥供需平衡情况，不
同类型化肥的生产企业盈利水平也各不相同。根
据2011年一些上市化肥企业的财务状况，以息
税前利润率衡量，钾肥企业盈利水平非常高（由
于供不应求，达到30%以上），氮肥企业利润平
平（约10%），磷肥企业利润较低（由于产能过
剩，低于5%）。政府的限制扩大产能政策，可
能会改善国内磷肥企业盈利状况，而同时北美的
氮肥产能扩增可能对中国企业造成压力，并侵蚀
利润（图例4）。
无论是化肥还是农药，对于国内任何农用化学品
来说，市场路径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比如，中
化化肥是国内最大的化肥进口商和贸易商。除了
一部分自有及控股的氮磷钾肥生产活动之外，中
化化肥85%的营业收入来自于化肥贸易。在强大
的产品组合及品牌效应之上，中化化肥成功建立
了国内最大的化肥分销网络，将中化化肥自由的
销售点与外部合作网络有机结合在一起，覆盖全
中国。这一切，使中化化肥在过去3年中，获得
了19%的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6

中化化肥案例
由中化集团控股，中化化肥是中国最大的多元化肥企业。2012年，化
肥贸易占中化化肥421亿人民币营业收入的85%。
• 多元而均衡的产品组合（按产品的营业收入：氮肥141亿元，钾肥
97亿元，磷肥94亿元，复合肥62亿元）
• 强大的品牌认知，多种农用化学品交叉营销（化肥、农药、种
子），使用集团品牌（中化集团）在全国及地方媒体大量投放
• 全国最大的化肥分销网络，覆盖中国90%的耕地面积，包含28个
省份，49,000贸易伙伴，其中24,000个位于农村地区
• 2,110个销售网点，包含自营网点和外部合作网络
• 在乡村建立新型肥美特超市，销售农用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化
肥、农药、种子、农用机械及易耗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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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化工行业简介
德勤是全球最大的私营专业服务机构之一，以
独立的见解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审计、税务、
管理咨询和财务咨询等服务。
德勤与全球化工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建立了长期
紧密的联系，服务的客户包括全球前一百家化
工企业和中国前十大化工企业中的七成。
凭借全球的专业网络和深刻的行业洞察，德勤
化工团队提供广泛的行业咨询服务（包括战
略、运营、并购、风险管理等），覆盖材料科
学、作物科学、环境科学等众多板块。
德勤在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拥有16个办公室及近10,000名专业人员。如
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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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大中华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华设有21个办事处分布于包括北京、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海、台北、重庆、大连、广州、杭州、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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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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