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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三季度已过半，目前国内磺市仍没有要迎接“金九银十”的意思，下游磷肥行业持续疲软的表

现，拖累着磺市的需求。而进口资源的不断累加，又使得港口库存居于相对高位，持货商心态承压。此外

国产资源还保持着增量的态势，整体构建出供应充足，需求弱势的鲜明对比，至此国内硫磺市场难以起势，

恐要在长期的等待中整理前行。 

纵观截止到目前的国内硫磺行业，不乏新的记录和热点出现。年初之时，大连恒力 52万吨硫磺装置

顺利产出合格品，揭开国产增量的大幕，未来五年内国内方面还有浙江石化、盛虹炼化、旭阳炼化、安岳

气田等多个硫磺新增产能的计划投产，届时国内硫磺进口依存度有望大幅降低。 

而伴随着国家制定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不断推进，硫磺进口堆存港的重心也由此前的南通港

移至镇江港，而其港存在盛夏之时不断刷新该地区历史数据最高点的记录；与此同时国际硫磺市场价格的

延续下跌，也让中国颗粒硫磺价格自 2016年 9 月以来首次跌破 CFR90 美元/吨。 

至于 2020年市场的关注方向，业内也给出多个的声音。国产增量推进速度如何？环保对于下游产品

有无新影响？中东地区价格参考性有无转变？摩洛哥、沙特磷肥新增落实后国际供需有何新变化？2020年

磺市是否会出现转机？ 

带着这些疑问，《隆众资讯 2019-2020中国硫磺市场年度报告》将以完善的硫产业链为主脉络，从行

业整体发展大视角出发，以宏观经济、产品、市场概述为起点，结合供应格局中硫磺的产能、产量、库存、

进口、相关利润，以及需求格局中硫磺酸、磷肥、钛白粉、溴素的表现，作出供应、需求、行业趋势全面

的剖析和预测。回顾不止 2019，预测迈向全面，为各企业提供完善的市场趋势变化、行业发展参考。 

核心内容： 

1）通过详细跟踪近 5年硫磺基本面数据进行分析，对市场供需格局诠释清楚； 

2）通过对硫磺进口理论分析，帮助市场了解国内进口商运作环境； 

3）通过多维度解析硫磺进口市场，清晰认知国内进口硫磺市场格局； 

4）下游相关产品从其行业基本面数据及消费结构变化，更好的反应出中国硫磺未来市场走向，为企

业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5）作为进口依存度较高的产品，国产新增无疑是近年来市场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报告中提供未来五

年内国内新增产能的相关信息，及更为长期的相关项目增长预测。 

涉及产品：硫磺、硫酸、磷酸一铵、磷酸二铵、钛白粉、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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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 2019年中国钛白粉市场分析预测 

6.3.5 溴素市场分析 

6.3.5.1 中国溴素行情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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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本年度热点和政策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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