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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磷肥报告
对磷肥行业进行了详细完善的研究,研究报告全方位的展示了磷肥行业市
场发展情况。磷肥研究报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
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
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磷肥研究报告数据丰富及时、图文并茂，还对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是相关生产企业、科研单位
、经销企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战
略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
考价值。
    本磷肥研究报告，对磷肥进行了详细的磷肥分析研究，内容包
括行业国内市场分析，国外市场分析，市场供需分析、竞争对手分析，
行业前景分析，市场风险分析。最后磷肥研究报告对磷肥行业前景做出
了研究预测。
 

【绿色通道】尊敬的客户，如果该报告目录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请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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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服及时联系，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做出调整，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您定购该报告之后，公司会进行最新的内容更新，确保信息与市场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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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罗斯
四、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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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磷肥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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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生产总值（GDP）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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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磷肥工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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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磷肥工业的技术创新
四、四川地震使中国磷矿资源短缺局面加剧
第二节 中国林飞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磷肥价格走势分析
二、磷肥市场供求形势
三、磷肥进出口态势分析
第三节中国磷肥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中国磷肥产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磷肥工业产能盲目扩增
三、政策风险制约磷肥行业发展
四、磷肥行业调整结构应对挑战

 

第四章 磷肥制造行业数据分析(国家统计局4位代码分析)
第一节 磷肥制造行业市场运行规模分析
一、 磷肥制造行业竞争企业数量
二、 磷肥制造行业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三、 磷肥制造行业行业工业总产值分析
第二节 磷肥制造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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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磷肥制造行业总资产周转率分析
二、 磷肥制造行业净资产周转率分析
三、 磷肥制造行业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 磷肥制造行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分析
第四节 磷肥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 磷肥制造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分析
二、 磷肥制造行业净利润率分析
三、 磷肥制造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四、 磷肥制造行业毛利率分析
第五节 磷肥制造行业成长能力分析
一、 磷肥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二、 磷肥制造行业净利润分析
三、 磷肥制造行业总资产分析
四、 磷肥制造行业净资产分析

 

第五章 磷肥（折五氧化二磷100 %）行业产量分析
第一节 磷肥（折五氧化二磷100 %）产量分析
一、2007年1-11月产量分析
二、2008年1-11月产量分析
三、2009年1-11月产量分析
四、2010年1-11月产量分析
五、2011年1-12月产量分析
第二节 近年来我国磷肥（折五氧化二磷100 %）产量特点分析

 

第六章 31039000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行业进出口贸易分析(海关8位
代码分析)
第一节 31039000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进口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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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金额规模分析
二、出口数量规模分析
三、出口价格分析
第二节 31039000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出口状况
一、进口金额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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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口价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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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低浓度磷肥与高浓度磷肥产业动态分析
第一节 低浓度磷肥
一、低浓度磷肥的发展优势
二、中国低浓度磷肥市场需求旺盛
三、中国低浓度磷肥工业的发展策略
第二节 钙镁磷肥
一、中国钙镁磷肥发展回顾
二、中国钙镁磷肥市场逐步回暖
三、国内钙镁磷肥价格及名称应与国际接轨
四、钙镁磷肥行业的发展策略
第三节 高浓度磷肥
一、中国高浓度磷肥工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高浓度磷肥国际市场比重增大
三、中国高浓度磷肥发展中隐藏巨大隐忧
四、中国高浓度磷肥产能过剩
第四节 磷酸二铵
一、政策因素影响国内磷酸二铵价格走势
二、国内磷酸二铵行业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磷酸二铵行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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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磷肥行业市场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磷肥行业企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一、磷肥华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磷肥东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磷肥西北区域集中度分析
四、磷肥华东区域集中度分析
五、磷肥华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六、磷肥西南区域集中度分析
七、磷肥华中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二节 磷肥行业企业主要省市集中度分析
一、磷肥A省集中度分析
二、磷肥B省集中度分析
三、磷肥C省域集中度分析

 

第九章 中国磷肥制造业标竿企业关键性财务指标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二节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三节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7 / 15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四节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五节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六节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七节 河南恒达磷化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八节 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九节 江苏双昌肥业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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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节 昆明东昇冶化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二、企业资产结构分析
三、企业负债结构分析
四、企业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五、企业收入利润分析

 

第十章中国硫磺与磷肥工业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国际硫磺行业发展概况
一、世界硫资源的分布及生产状况
二、世界硫磺市场现状
三、硫磺价格飞涨仍将持续
四、2013年世界硫磺形势预测
第二节中国硫磺工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硫磺及硫资源的相关介绍
二、中国硫磺工业发展回顾
三、硫磺进口情况
四、未来中国硫磺市场供需预测
第三节中国硫磺工业与磷肥市场的相互作用
一、硫磺制酸与磷肥产业发展
二、磷肥市场影响硫磺价格走势
三、国内硫磺价飞涨给下游产业带来巨大压力

 

第十一章 中国磷矿资源与磷肥工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国际磷矿资源概况
一、世界磷矿资源分布概况
二、世界磷矿资源开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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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磷矿资源消费情况
四、各国日益重视保护磷资源
第二节 中国磷矿资源概况
一、中国磷矿资源的分布情况
二、中国磷矿资源的赋存情况
三、中国磷矿资源特点
四、贵州省磷矿及磷化工产业现状
五、云南省磷矿资源开发利用政策趋紧
第三节中国磷矿资源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中国磷矿加工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四川地震对全国磷矿石供应产生不利影响
三、北方低品位磷矿资源亟待开发
四、磷矿开发中的对策
第四节中国磷矿资源与磷肥工业的相互作用分析
一、磷肥业发展加速中国磷矿资源的衰竭
二、中国磷矿资源向优势磷肥企业集中
三、磷矿资源不足严重制约浙江磷肥企业发展

 

第十二章 2012-2016年磷肥行业SWOT和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磷肥行业SWOT分析
一、磷肥行业优势分析
二、磷肥行业劣势分析
三、磷肥行业机会分析
四、磷肥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磷肥市场供需状况
一、磷肥市场供给预测分析
二、磷肥市场需求预测分析
三、磷肥行业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磷肥行业影响供给关系因素分析
一、需求变化因素
二、厂商产能因素
三、原料供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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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水平提高
五、政策变动因素

 

第十三章 2012-2016年磷肥行业投资前景和风险预警研究
第一节 磷肥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磷肥行业需求增长投资机会分析
二、磷肥行业区域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磷肥行业内部风险分析
一、磷肥行业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磷肥行业技术水平风险分析
三、磷肥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四、磷肥行业企业出口风险分析
五、磷肥行业自身发展周期风险分析
第三节 磷肥行业外部风险分析
一、磷肥行业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二、磷肥行业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分析
三、磷肥行业国内外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四、磷肥行业替代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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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进口金额分析
图表 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进口量分析
图表 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进口价格分析
图表 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出口量分析
图表 其他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出口价格分析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东北地区资产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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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东地区资产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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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华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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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西南地区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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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集中度分析样本表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浙江省资产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集中度分析样本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度
图表 磷肥规模以上企业江苏省资产集中度
图表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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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恒达磷化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恒达磷化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恒达磷化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恒达磷化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河南恒达磷化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双昌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双昌肥业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双昌肥业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双昌肥业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江苏双昌肥业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图表 昆明东昇冶化有限公司总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昆明东昇冶化有限公司流动资产结构分析
图表 昆明东昇冶化有限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图表 昆明东昇冶化有限公司成本费用结构分析
图表 昆明东昇冶化有限公司收入结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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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图表见报告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jbaogao.com.cn/

本文链接：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2-07-21/1070.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15 / 15

http://www.hjbaogao.com.cn
http://www.hjbaogao.com.cn/bg/2012-07-21/1070.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