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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抗性杂草问题与百草枯禁用问题给除草剂市场带新变化。近年来，因

为抗草甘膦杂草和百草枯禁用问题，草甘膦和百草枯销售额都受到冲

击。草甘膦全球销售额增速放缓，进入平台期；百草枯销售额近年来

更是不断下跌；安全高效性使得草铵膦脱颖而出。 

 转基因种子推广为主要手段，种子+农药模式有望促进草铵膦需求快速

提升。草铵膦与草甘膦由于杀草谱广，都很适合做抗性基因。正是耐

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铸就了草甘膦今天的地位，而目前草铵膦消

费结构也与耐草铵膦转基因种子高度相关。考虑到草甘膦的抗性问题

凸显，耐草铵膦转基因性状种子存在刚性需求，从销售数据看，据Phillip 

Macdougall 统计显示，草铵膦全球销售额数据呈现出加速上行趋势，

于 2018 年达到了 9.16 亿美元，过去五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12.2%。 

 双草复配持续提供增长，百草枯禁用带来阶段性爆发。从已有的种子

批准情况看，复配或成为未来草铵膦主要的施用形式。根据 ISAAA 数

据，2010-2018 年耐草铵膦与草甘膦的双抗或多抗种子所占比重维持

在 70%左右，这也意味着成本较低，除草效果更好的复配制剂可能会

成为草铵膦施用的主要形式。根据我们的假设测算，假设双草复配的

渗透率提升至 30%，则新增草铵膦需求为 3.6 万吨。百草枯由于毒性

已经被全球 20 多个国家禁止或限制使用，2018 年全球百草枯消费约

7.9 万吨，我们假设未来有 50%的百草枯被禁用，在不同情境下新增

草铵膦需求 6000-17000 吨。 

 行业名义产能投放较多，实际供给端集中度高。据安徽中农纵横数据，

2019 年全球草铵膦产能 4.31 万吨，产量 3.85 万吨。已经有包括浙江

永农、内蒙古灵圣、山东滨农、新安股份等企业在内的多家企业公告

产能建设计划。我们认为从技术工艺上来说，MDP-二乙酯-草铵膦路

线相较于传统的三乙酯-草铵膦路线具备明显成本优势，未来草铵膦工

艺注定以 MDP 为核心中间体，但国内能够真正量产突破 MDP 生产工

艺的企业较少，实际供给端集中在以三元络合法工艺生产 MDP 的七洲

绿色化工以及即将打通气相连续法 MDP 生产工艺的利尔化学两家企

业。虽拟投产企业较多，但我们认为产量释放恐慢于市场预期。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在草甘膦抗性问题出现，多抗转基因种子推广的

拉动下，草铵膦市场空间有望持续扩张，相比于草甘膦全球 53.25 亿

美元的总销售额（据 Phillip Macdougall 统计），草铵膦需求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我们建议关注掌握低成本工艺路线，具备强技术壁垒的草

铵膦行业龙头利尔化学。 

 风险提示。产能延期释放，耐草铵膦种子推广受阻，草铵膦抗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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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impcom] 重点公司估值和财务分析表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货币 
最新 最近 

评级 
合理价值 EPS(元) PE(x) EV/EBITDA(x) ROE(%) 

收盘价 报告日期 （元/股）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桐昆股份 601233.SH CNY 17.73 2020/11/2 买入 22.06 1.49 2.21 11.9 8.0 11.1 7.6 12.4 14.9 

金禾实业 002597.SZ CNY 33.26 2020/10/30 买入 39.16 1.34 1.86 24.8 17.9 13.9 11.6 15.3 18.6 

醋化股份 603968.SH CNY 17.13 2020/10/30 买入 23.77 1.24 1.53 13.8 11.2 8.1 7.1 15.3 15.0 

昊华科技 600378.SH CNY 21.26 2020/10/30 买入 28.80 0.64 0.72 33.2 29.5 27.4 22.4 8.5 8.4 

安迪苏 600299.SH CNY 12.84 2020/10/29 增持 15.81 0.58 0.68 22.1 18.9 9.9 8.6 9.8 10.3 

安利股份 300218.SZ CNY 12.80 2020/10/29 买入 17.24 0.29 0.69 44.1 18.6 16.2 9.4 5.6 11.7 

三友化工 600409.SH CNY 8.01 2020/10/29 买入 9.08 0.20 0.61 40.1 13.1 7.4 6.6 3.5 9.7 

新宙邦 300037.SZ CNY 83.64 2020/10/28 买入 81.30 1.20 1.48 69.7 56.5 52.9 42.7 12.4 13.3 

新和成 002001.SZ CNY 30.92 2020/10/28 增持 38.40 1.74 2.06 17.8 15.0 14.0 11.4 19.5 20.1 

广信股份 603599.SH CNY 20.55 2020/10/28 买入 20.80 1.20 1.60 17.1 12.8 11.7 8.2 9.5 10.6 

瑞联新材 688550.SH CNY 104.00 2020/10/27 买入 147.00 2.52 3.68 41.3 28.3 18.8 14.6 18.9 20.3 

和顺石油 603353.SH CNY 49.52 2020/10/27 买入 76.00 1.48 1.90 33.5 26.1 19.2 15.1 10.9 12.1 

卫星石化 002648.SZ CNY 25.97 2020/10/27 买入 25.14 1.31 2.51 19.8 10.3 15.5 10.6 11.9 17.1 

利安隆 300596.SZ CNY 37.83 2020/10/26 买入 41.56 1.53 1.98 24.7 19.1 16.6 13.3 14.2 15.4 

苏博特 603916.SH CNY 28.41 2020/10/26 买入 39.13 1.40 1.72 20.3 16.5 13.9 11.8 15.4 15.9 

万华化学 600309.SH CNY 88.50 2020/10/25 买入 95.41 2.88 4.77 30.7 18.6 18.5 12.1 16.8 22.3 

利尔化学 002258.SZ CNY 22.23 2020/10/25 买入 24.94 1.14 1.39 19.5 16.0 9.8 8.5 14.3 14.3 

道氏技术 300409.SZ CNY 13.88 2020/9/15 买入 22.40 0.32 0.56 43.2 24.9 18.5 16.3 5.6 8.9 

万润股份 002643.SZ CNY 18.78 2020/8/16 买入 20.65 0.59 0.75 31.6 25.2 17.3 15.1 10.1 11.2 

百合花 603823.SH CNY 14.45 2020/4/18 增持 23.81 0.95 1.17 15.2 12.4 9.1 7.3 15.6 16.3 

阳谷华泰 300121.SZ CNY 10.70 2020/3/11 买入 11.52 0.64 0.81 16.8 13.2 10.9 8.7 12.9 14.1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备注：表中估值指标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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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铵膦占除草剂市场份额有望继续提升 

（一）除草剂稳定占据农药近一半市场 

除草剂是用于防除杂草和小灌木的一类农药。根据除草剂的传导情况、作用

方式、使用方法、化学成分、作用机理等大致有5种分类方法。 

以传导情况区分：可将除草剂分为触杀型除草剂（只杀死杂草与药剂接触部

分，如百草枯等）、内吸传导型除草剂（通过接触后药剂传导至植物体内，如草甘

膦等）和触杀、内吸传导综合型除草剂。 

以作用方式区分：可将除草剂分为选择性除草剂（只杀死杂草，对苗木无害）

和灭生性除草剂（也叫非选择性除草剂，对所有植物都有毒性，如草甘膦等）。 

以施药方法区分：可将除草剂分为茎叶处理剂、土壤处理剂和茎叶、土壤双

重处理剂。 

以化学成分区分：可将除草剂分为无机类除草剂（如硫酸铜等）和有机类除

草剂（主要由醇、苯、脂肪酸、有机胺、有机磷等有机化合物合成，如草甘膦等）。 

以作用机理区分：可将除草剂分为生长调节剂（如2，4-D等）、光合作用抑

制剂（如百草枯等）、氨基酸生物合成抑制剂（如草甘膦等）、脂肪酸生物合成抑

制剂（如敌稗）和细胞分裂抑制剂（如氟乐灵等）。 

除草剂稳定占据着农药接近一半的市场。农药主要包含除草剂、杀虫剂、杀

菌剂三种，而除草剂长期以来稳定占据着整个农药将近一半的市场。尽管受到农产

品价格、种植面积、气候、库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草剂的销售各年间会呈现一

定的周期波动，但需求仍有较强的刚性。除草剂本身的研发与杀虫剂和杀菌剂有很

大的差别，植物一般在自然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年份，病虫害发生程度可能会比较轻；

但是只要作物生长，杂草也肯定会随之生长，特别是随着种植方式发生变革以及人

力成本的不断增加，人工拔草已不太现实，必须使用农药来达到除草的目的，所以

除草剂市场是比较稳定的市场，相对波动不大。 

图1：作物用农药与除草剂全球销售额（亿美元）  图 2：除草剂市场占农药接近一半的份额 

 

 

 

数据来源：Philips McDougall，农药快讯信息网，广发证券发展

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Philips McDougall，农药快讯信息网，广发证券发展

研究中心 

 

转基因种子的推广会加深除草剂品种区分度。与杀虫剂和杀菌剂中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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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较为均匀不同，除草剂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被草甘膦占据，而其余产品分布较

为均匀。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会增加相应除草剂的销量，而抗虫和抗菌转基

因作物的推广反而会降低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量。另一方面,耐除草剂性状具有专

一性,只有对应的除草剂销量会增长,抗虫和抗菌性状对相应害虫或病毒虽也具有专

一性，但对杀虫剂和杀菌剂却缺乏专一性（杀虫剂和杀菌剂的杀灭谱广），导致无

法做到只降低某一品种的杀虫剂和杀菌剂的销量。因此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会加深除

草剂品种的区分度,而对杀虫剂和杀菌剂的品种区分度影响极小。 

图3：三大农药CR5情况 

 

数据来源：农药资讯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品种 

 

草铵膦在除草剂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最近几年除草剂市场结构不断变化，虽

然草甘膦仍然占据着第一的位置，但草铵膦不断提升自身份额，已上升至第二的位

置；硝磺草酮主要用于玉米田，市场稳定；其余大多除草剂也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

的份额，波动不大。 

 

表1：2018年全球领先的15大除草剂 

排名 有效成分 销售额（亿美元） 类型 上市时间（年） 主要开发公司 

1 草甘膦 53.25 氨基酸类 1972 拜耳 

2 草铵膦 9.16 氨基酸类 1986 巴斯夫 

3 硝磺草酮 7.8 HPPD 抑制剂类 2001 先正达 

4 2,4-滴 7.48 苯氧类 1945 纽发姆 

5 莠去津 6.55 三嗪类 1957 先正达 

6 异丙甲草胺 6.45 乙酰胺类 1975 先正达 

7 百草枯 5.85 联吡啶类 1962 先正达 

8 乙草胺 4.75 乙酰胺类 1985 拜耳 

9 唑啉草酯 4.35 其他类 2006 先正达 

10 二甲戊灵 4.05 二硝基苯胺类 1976 巴斯夫 

11 麦草畏 3.88 其他类 1965 巴斯夫 

12 丙炔氟草胺 3.8 其他 PPO 抑制剂类 1993 住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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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异噁草松 3.65 其他类 1986 富美实 

14 氨氯吡啶酸 3.1 吡啶类 1963 科迪华 

15 烯草酮 3.09 环己二酮类 1987 住友 

数据来源：植保中国协会，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二）除草剂市场迎来新变局，安全高效性使草铵膦脱颖而出 

草甘膦抗性问题和百草枯禁用为除草剂市场带来新变局。最近几年，因为抗

草甘膦杂草和百草枯禁用问题，草甘膦和百草枯销售额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草甘

膦全球销售额增速放缓，进入平台期；百草枯销售额近年来更是不断下跌，已失去

了其第二的份额，而多出来的市场空间自然需要其余种类的除草剂来填补。 

现在市面上有望争夺此部分空间的除草剂有草铵膦，2,4-D，麦草畏等。草铵

膦与草甘膦同为灭生性除草剂，使用范围较广，2,4-D和麦草畏为选择性除草剂，多

以复配形式用于禾本科作物；草铵膦缺点是成本相对较高，而2,4-D和麦草畏的漂移

性都较强。我们认为受益于草铵膦的性价比逐渐显现，非选择性除草剂草铵膦更有

望借机提升市场份额。 

表2：主流除草剂介绍 

产品 草甘膦 草铵膦 百草枯 2，4-D 麦草畏 

类别 氨基酸类 氨基酸类 联吡啶类 苯氧羧酸类 苯甲酸类 

作用方式 内吸传导 触杀 触杀 内吸传导 内吸传导 

选择性 无 无 无 有 有 

见效时间 7~10 天 3~6 天 1~2 天 / 15~20 天 

使用作物 
抗性杂草的增多导

致范围变窄 
几乎所有作物 绿色植物 禾本科作物 禾本科作物 

使用方式 单剂混剂皆可 单剂混剂皆可 多为单剂 大多复配使用 大多复配使用 

缺点 抗性杂草多 价格高 毒性大 漂移性强，残留大 漂移性强 

2018 年全球销售额

（亿美元） 
53.25 9.16 5.85 7.48 3.88 

数据来源：Argoinfo，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安全高效性使得草铵膦脱颖而出。除了百草枯以外，草甘膦、2，4-D和麦草

畏在全球也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安全诉讼问题。特别是2，4-D和麦草畏的漂移性

问题，会使得其在喷洒后脱离靶向作物，进而损害周围非相应抗性的作物。草铵膦

兼具百草枯的快速，草甘膦的长效性，并具有杀草谱广、活性高、毒性低、在土壤

中易降解、对作物安全、漂移小、环境相容性好等特点。更重要的是，草铵膦对于

抗草甘膦杂草的防除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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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19年全球关于农药的禁限用条例 

除草剂 国家 政策 原因 

草甘膦 

巴西 重新评估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草甘膦划分为 2A 类致癌物，即很可能致

癌，也就是存在证据表明可以致癌，但致癌性无法确定 
奥地利 禁用 

越南 禁止进口 

氯苯胺灵 欧盟 禁用 具有膳食风险及潜在的内分泌干扰特性 

溴苯腈 加拿大 续登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是可接受的 

2，4-D 巴西 续登并限制使用 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较低 

数据来源：农业知识分享，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草铵膦全球销售额增势明显。以全球销售额为例，同为灭生性除草剂，草铵

膦已经超过了百草枯，成为了第二大除草剂，且增速明显，大有追赶草甘膦之势。

而从草铵膦，2，4-D和麦草畏的全球销售额来看，草铵膦已经以较高增速超过2，

4-D，并在2018年接近达到10亿美元；麦草畏受限于需求端和登记问题，增速较缓；

而2，4-D市场空间不断被挤压，销售额也即将步入平台期。 

图4：全球灭生性除草剂销售额（亿美元）  图5：全球草铵膦，麦草畏和2,4-D的销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Philips McDougall，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Philips McDougall，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二、草铵膦供给端—工艺升级促进行业寡头化 

（一）MDP 路线成为新一代草铵膦工业生产核心   

草铵膦生产工艺。目前工业化生产草铵膦的主要是拜尔工艺、格氏-Strecker

工艺、三元络合工艺，而利尔新工艺也即将投产。 

拜耳工艺：拜耳工艺通过甲烷与三氯化磷制备甲基二氯化膦（MDP），再得

到甲基亚膦酸单正丁酯（MPE），随后与2-乙酰氧基-3-丁烯腈（ACA）进行Michael

自由基加成反应并水解得到草铵膦，这也是最早实现草铵膦工业化生产的工艺。拜

尔工艺技术核心在于两点，一是高温裂解制备MDP并分离；二是Michael自由基加成

反应，在这方面目前国内学者未有报道。MDP具有腐蚀性，遇水易燃烧，合成难度

极大，这让许多想模仿拜尔工艺的企业望而却步，拜耳也因其工艺的连续化、无溶

剂、无气味，三废排放极低等优势牢牢巩固着自身的护城河。拜尔工艺的原药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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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为3万元/吨，能耗为1万元/吨，综合成本在4万元/吨左右。 

格氏-Strecker工艺：工艺利用制得的格氏试剂制备甲基亚磷酸二乙酯，然后

膦化丙烯醛，再发生Strecker反应并水解得到草铵膦。此法避开了MDP的合成，为

国内主流草铵膦合成工艺，但也存在许多方面的缺陷。格氏试剂非常敏感，遇水易

燃，是整个工艺中最大的安全隐患；Strecker反应需要用到氰化物，环境不友好。除

此之外，此法工序多、效率低下，未能连续化自动化生产，设备投资额高；而收率

低进一步导致分离困难和“三废”量大。国内此法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位于8-10万

元/吨的区间。 

三元络合工艺：该工艺采取了三元络合法生产MDP，而国外暂未商业化。氯

甲烷、三氯化磷、三氯化铝，气液固三者在溶剂中加压反应后，分离还原再解络合

得MDP。随后可以走酮酸路线得到草铵膦；也可以将MDP加工成二乙酯，出售给其

他企业加工成草铵膦。整个工艺成本理论上优于格氏-Strecker工艺，有望达到6万元

/吨，但由于环膦酸酐酸值较高，Claisen缩合收率低，成本位于7-8万元/吨的区间。 

利尔新工艺：利尔新工艺最大的突破，在于其打通了拜耳的三氯化磷、甲烷

向关键中间体MDP转化的工艺流程（即气相法生产MDP），工艺后半段则与Strecker

工艺一致。除此之外，利尔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在工艺基础上进行改进。在制MDP

过程中，加入捕集剂，优化冷凝平衡温度，大幅降低能耗。由MDP制备二乙酯，采

用氧化钙替代了氨气或有机胺作为缚酸剂，不仅成本降低，而且对环境友好。总的

来看，利尔新工艺在成功仿制拜耳核心技术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自身的技术突破，

整个反应过程连续化程度也明显增强，同时规避了格氏试剂的使用，工艺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都明显增强，工艺成本也大幅降低，估计可达到6-7万元/吨。 

图6：草铵膦主流生产工艺 

 

数据来源：《草铵膦国外工业化路线的探讨和启迪》（庄建元），公司环评，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利尔新工艺

拜耳工艺

MDP MPE

甲基亚磷

酸二乙酯

膦环酸酐

氯甲烷

三氯化磷

三氯化铝

甲烷

三氯化磷

亚磷酸

三乙酯
三氯化磷 氯甲烷 镁

二乙氧基

氯化磷
格氏试剂

氨化还原

水解脱羧

Claisen缩合
酮酸

Michael 加成 水解
氨基腈 草铵膦

水解strecker 反应
氨基腈

三元络合工艺

格氏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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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相连续法控制难度大，三元络合法需妥善处理三废。综合比较而言，拜尔

工艺优势巨大，高收率导致低“三废”和低成本，其核心技术为MDP制备和Michael

自由基加成；格氏-Strecker工艺最为简单，但安全隐患大，使用氰化物对环境不友

好，同时收率低，“三废”量大，成本居高不下；三元络合工艺制MDP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纯度较低，酮酸路线受困于转化率瓶颈，且反应冗杂，处理困难，如果能

在Claisen缩合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工艺效益就有希望在未来得到较大改善；利尔新

工艺在融合拜尔工艺和Strecker工艺的基础上，以自身技术加以优化，无论在连续化

程度、收率、成本等方面，都有所改进，但仍然无法避免氰化物的使用。已经可以

看到利尔在仿制和改善拜尔传统工艺上付出的努力，如果未来能在后半段的Strecker

工艺上，继续有较大的突破，利尔新工艺将比肩拜耳，跻身最先进的草铵膦工艺。 

成本优势与技术突破将促进MDP路线完成对格氏法的替代。格氏-Strecker工

艺以二乙酯为关键中间体，而在利尔成功打通MDP路线后，MDP成为整个工艺的关

键中间体已是大势所趋，成本优势与技术突破将促进MDP路线完成对格氏法的替代。

未来掌握了MDP合成核心技术的企业将在行业中拥有话语权，而MDP合成的高壁垒

也将加速行业龙头企业的成长。 

表4：草铵膦主流工艺特点比较 

主要工艺 拜耳工艺 格氏-Strecker 工艺 三元络合工艺 利尔新工艺 

连续化程度 完全连续化 间歇化 半连续化 高连续化 

反应收率 极高 较低 较低 较高 

工艺优势 
废固量少，可以用来制备

价值高的副产品 
工艺简单 草铵膦生产成本较低 拜耳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工艺劣势 

600 oC 反应，对反应器

材质要求高；反应控制单

元投资高 

易燃易爆，废水量大，使

用氰化物 
固废量大 未避免氰化物的使用 

代表企业 巴斯夫 永农、利尔老线等 七洲绿色化工 利尔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二）名义产能明显增长，但行业真实供给瓶颈在中间体环节 

草铵膦名义产能投放较多，但真实供给仍控制在中间体环节。草铵膦国内外

产能大、成本较低、开工稳定的龙头企业分别为巴斯夫和利尔化学，两者现有名义

产能皆达到了一万吨以上。近年来，全球草铵膦产能不断走高，在2018-2019年，

草铵膦新产能集中释放，站在当前时候往后看，国内规划投产的草铵膦量仍然比较

多。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对于草铵膦的供给端认知存在偏差，实际上行业新投产产

能多数属于中间体（甲基亚膦酸二乙酯）—草铵膦环节，而核心中间体（甲基亚磷

酸二乙酯）环节的产能由于技术难度原因，产能扩张速度将慢于草铵膦环节。因此

受中间体环节制约下，草铵膦实际供给增量难以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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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011-2019年草铵膦产能、产量变动（吨）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

究中心 

 

现有的MDP生产厂家较少，核心技术突破难度较大。MDP是未来草铵膦生产

中的核心中间体，而国内率先工业化生产MDP的企业是七洲绿色化工，其子公司洪

湖一泰建有多条MDP下游生产线。目前国内草铵膦生产具备成本优势的是MDP-甲

基亚膦酸二乙酯-草铵膦的生产工艺，而国内目前能够提供甲基亚膦酸二乙酯的仅有

洪湖一泰与利尔化学。受制于技术量产突破难度较大，目前国内能够稳定两场MDP

并生产甲基亚膦酸二乙酯外售的仅有七洲，其他企业仍未能实现稳定量产。 

表5：洪湖一泰主要生产MDP下游产品  

产品 现有产能（吨/年） 规划产能（吨/年） 总产能（吨/年） 

甲基亚磷酸二乙酯 2000 20000 22000 

甲基亚磷酸单正丁酯 3000  3000 

缩醛 1000  1000 

环磷酸酐 500  500 

数据来源：洪湖一泰公司环评报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新装置方面利尔化学新工艺气相法单耗较永农宁夏装置更低。气相连续法

MDP的生产技术难度较大，目前已经看到环评公示的有利尔化学与永农生物，通过

对比两家公司环评报告，利尔化学在主要原材料上的单耗，基本都小于永农生物。

在新工艺气相法低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成本，拥有更为成熟的气相法生产MDP

技术，利尔化学已有进一步追赶拜耳的资本。根据利尔化学公告，当前MDP新工艺

正在正常的试运行调试当中。 

表6：利尔化学单耗更低 （t/t草铵膦） 

原材料 

单耗 

三氯 

化磷 
天然气 

四氯 

化碳 
甲醇 乙醇 氨气/液氨 丙烯醛 氰化钠 

盐酸 

（折百） 

液碱 

（折百） 
水 

利尔化学 0.74 0.13 0.04 0.03 0.27 0.35 0.29 0.24 0.24 0.08 22.86 

宁夏永农 1.16 0.24 0.03 0.29 1.09 0.47 0.36 0.29 1.27 0.35 18.40 

数据来源：利尔化学与宁夏永农环评报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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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L-草铵膦具有较大应用前景，核心中间体也不会绕开 MDP 

L-草铵膦又名精草铵膦，目前市面上所售的草铵膦大多为外消旋混合体（DL-

型），而真正发挥除草作用的只有L型草铵膦，D-草铵膦不仅没有活性，反而会向环

境中引入手性污染物。而L-草铵膦是天然物，不易产生抗药性，寿命周期很长，具

有极大的应用前景。相比草铵膦，L-草铵膦的工业化还不够成熟，只有小规模的生

产。 

L-草铵膦实现投产意义重大。L-草铵膦除草活性是普通草铵膦(DL-型)的两倍，

亩施用量仅为草铵膦(DL-型)的50%，施用成本二者基本相当。这可以大大减少原药

用量，对于提高产品原子经济性、减少农药使用量、减轻环境压力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并且，L-草铵膦是天然物，不易产生抗药性，寿命周期很长，具有极大的

应用前景。当L-草铵膦实现工业化后，如果L-草铵膦的成本能控制在草铵膦的2倍左

右，就将在市场上具有话语权。 

国内L-草铵膦工业化逐步推进。2020年4月1日，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精草

铵膦铵盐（商品名：金百速®）获准正式登记，这也是精草铵膦铵盐在我国的首次登

记；2020年4月7日，利尔化学公司拟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年产2万吨L-草铵膦

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19年，利尔化学公司广安基地建设也包含年产3000

吨L-草铵膦项目。除此之外，红太阳、七洲绿色和新绿化工也有各自的L-草铵膦投

产计划。 

表7：国内部分L-草铵膦项目情况 

公司名称 L-草铵膦产能（吨/年） 环评公告时间 

永农生物 200 2015 年 10 月 

利尔化学（广安基地） 3000 2019 年 2 月 

利尔化学（绵阳基地） 20000 2020 年 4 月 

红太阳 20000 2018 年 1 月 

七洲绿色化工 10000 2019 年 12 月 

新绿化工 1500 2020 年 2 月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利尔化学公告编号 2020-017），利尔化学公司环评，永农生物，七洲绿色化工，农药快讯信息网，广发证券发

展研究中心 

 

L-草铵膦现有工艺仍然以MDP为核心中间体。为了构建L-草铵膦的α-N手性

中心，已有报道的方法分为生物法和化学法。生物法又分为L-草铵膦衍生物合成法、

外消旋生物拆分法、转氨酶法；化学法分为不对称合成法、L-氨基酸前体合成法、

手性辅助剂诱导法、化学拆分法。在这其中，报道较多、应用前景较好的是转氨酶

法和不对称合成法，两者都是以酮酸作为关键中间体，而在酮酸已知的合成路线中，

MDP都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L-氨基酸前体合成法和手性辅助剂诱导

法，也基本离不开MDP的参与。其余的三种方法需要草铵膦或者草铵膦前体，而正

如之前所说，MDP也逐渐成为这两者合成路径中的关键。总的来看，L-草铵膦已有

的合成方法报道中，MDP是最为基础，也最为核心的关键中间体。 

L-草铵膦之争将落脚到MDP上。从现有公开专利的情况看，目前L-草铵膦的

生产工艺还是以MDP为核心中间体，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未来L-草铵膦实现工业化生

产，预计行业格局仍然与当前情景类似，掌握核心中间体MDP生产工艺者仍然能持

续掌握市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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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L-草铵膦合成同样不能绕开MDP 

 

数据来源：利尔化学，洪湖一泰公，四川福华，明治制果等公司专利等，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三、草铵膦需求端驱动—转基因抗性推广提供内生动

力 

（一）转基因技术推动除草剂格局改变——草甘膦的成长之路 

转基因种子带来农药格局的不断演变。自从1996年以来，随着转基因作物种

植面积的不断增加，给环保带来的效益也是愈发明显，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农药总用

量的减少，这主要体现在转基因作物渗透率高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上。 

 

表8：1996-2015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农药使用量变化 

品种 原药使用变动量（吨） 原药使用变动率(%) 环境影响变动率（%） 

HT 大豆 +15300 +0.5 -13.9 

HT&IR 大豆 -3600 -1.4 -4.3 

HT 玉米 -226300 -8.4 -12.7 

HT 油菜 -25000 -18.1 -29.9 

HT 棉花 -25100 -7.6 -10.2 

HT 甜菜 +1800 +24.9 -0.9 

IR 玉米 -87100 -53.3 -57.7 

IR 棉花 -268700 -29.1 -31.5 

L-草铵膦

生物法 化学法

转氨酶法
外消旋生

物拆分法

L-草铵膦衍

生物合成法

L-草铵膦

前体

外消旋草铵膦

前体

不对称合成法
L-氨基酸

前体合成法

手性辅助剂

诱导法
化学拆分法

酮酸 二酯 乙烯膦
外消旋

草铵膦

MDP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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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618700 -8.1 -18.6 

数据来源：PG Economics，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草甘膦和草铵膦抗性基因引入数量最多。由于杀草谱广，草甘膦和草铵膦非

常适合做抗性基因，两者也分列转基因性状记录数的前两位，分别为124和104，并

遥遥领先于其他除草剂的转基因性状记录数。 

图9：转基因性状记录数 

 

数据来源：FAO，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草甘膦销量的迅速增长依托于抗草甘膦转基因性状推广。耐除草剂转基因作

物推广前草甘膦销售额仅排在第五位，而1996年孟山都在美国市场投放第一代转基

因技术产品耐草甘膦大豆Roundup Ready后, 草甘膦在大豆田中便以横扫姿势彻底

取代当时美国大豆田市场除草剂霸主咪草烟，草甘膦销售额及占除草剂比重也迅速

增长。继大豆之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在玉米、棉花、小麦等越来越多的作物上

扩展，草甘膦市场蓬勃发展。草甘膦仍然拥有除草剂中最大的份额，并遥遥领先于

其他除草剂。 

 

 

 

 

 

 

 

 

 

 

------------------------------------------------------------

http://ipoipo.cn/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16 / 27 

 
[Table_PageText] 

深度分析|化工 

 图10：草甘膦销售额及占除草剂比重（亿美元，%） 

 

数据来源：Philips McDougall，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二）种子加农药模式，草铵膦有望复制草甘膦增长模式 

转基因新性状的推广对草铵膦的消费结构已经产生影响。对于耐草铵膦性状

而言，转基因油菜的推广较为成功。从国别上讲，加拿大是全球草铵膦使用量最大

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油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种植面积渗透

率也到了90%以上。目前加拿大国内主要种植的转基因油菜品种分为甘蓝型和芜菁

型两种，以种植比重最高的12类种子而言，其中有6种为耐草铵膦的油菜品种。这六

种种子均有超过20年的种植时间，在加拿大国内具有较强的种植基础且渗透率较高，

这也是加拿大草铵膦消费量能居全球第一的主要原因。 

图11：2018年全球草铵膦应用作物  图12：2018年全球草铵膦应用地区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

（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

（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从美国数据看，耐草铵膦种子的推广加速了草铵膦的消费量提升。得益于草

铵膦抗性种子的推广，美国草铵膦用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USGS数据显示，美

国大豆、棉花等作物的草铵膦消费比例明显提升，总消费量增长超过50%。如果我

们看草铵膦/草甘膦比例的变化趋势看，在棉花与大豆的农药使用中，草铵膦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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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在快速提升。从抗草铵膦种子的推广情况看，美国棉花抗草铵膦抗性种子的种

植批准时间集中在2011年-2014年之间，大豆草铵膦抗性种子的种植批准时间集中

在2014年。 

图13：2016年美国草铵膦消费增长超过50%  图14：美国草铵膦/草甘膦比值棉花远超大豆与玉米 

 

 

 

数据来源：USGS，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USGS，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耐草铵膦转基因种子事件数已超过草甘膦。随着近年来各大农化公司对耐草

铵膦转基因种子的研究，我们从ISAAA的数据库中整理出不同转基因抗性的事件数，

在耐除草剂转基因事件数上，草铵膦已经超过了草甘膦。草铵膦在转基因种子领域

后劲十足，空间广阔。  

图15：耐除草剂转基因事件数（按性状分）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耐草铵膦转基因种子批准种植数趋近草甘膦。随着转基因作物全球化，各类

转基因种子得到批准，在各国用于食用、饲养以及种植。而批准种植显然是最为关

键的增量来源。自2010年后，含耐草铵膦性状的转基因种子批准种植数不断走高，

加之科学家们在2016年对转基因的公开支持，其批准种植数在2016年达到峰值，并

不断趋近草甘膦。相比之下，耐麦草畏性状的转基因种子批准种植数自2012年才开

始有记录，并始终处于低位。批准种植数的增加大大推进了耐草铵膦转基因种子的

商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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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耐草铵膦转基因种子批准种植数趋近草甘膦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选取范围为大豆、棉花、油菜、玉米作物 

草铵膦销售额增长呈现快速上行趋势。从销售数据看，草铵膦全球销售额数

据呈现出加速上行趋势，于2018年达到了9.16亿美元，过去五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了12.2%。我们认为在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驱动下，草铵膦销售量增长有望复制草甘

膦的增长模式。 

 

 

图17：草甘膦和草铵膦全球销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Philips McDougall，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三）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仍有推广空间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保持低增速，仍有推广空间。转基因作物从1996年在美

国商业化种植以来，持续快速发展，至201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1.92

亿公顷。近年来除了2015年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等因素，导致全球农业不景气之外，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基本各年维持稳定的低速增长。自2011年至2012年的爆发

性增长之后，全球转基因作物转化体总批准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日本作为当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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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转基因作物批准数量第一的国家，但目前仍未种植转基因作物。 

图18：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与增速（亿公顷，%）  图19：全球转基因作物转化体总批准数量（项）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分为粮食、饲料、

耕种三个方面的批准 

中国转基因政策变化是未来潜在的转基因种植面积增量。农业大国中，巴西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速较快，2010年至2018年期间翻了一番。而中国作为世界上

农作物种植面积第三的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应用率都处于低位，相对应的

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接近饱和的应用率。考虑到中国已具有广阔的耕地面积，随

着国家政策的一步步落实，转基因作物采用率未来必然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以此带

来的全球转基因种子的销量也会有巨大的攀升空间。 

图20：农业大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作物种植面

积比较（百万公顷） 

 图21：农业大国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应用率（大豆、

玉米和油菜）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SAAA，《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20 年第一期，广

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农化巨头争相转型，转基因种子得到长足发展。孟山都在草甘膦业务的成功

模式，使得其种子业务的营业收入和毛利常年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加之近几年新药

研发的成本不断上升，这些都迫使其他农化巨头争相转型。其他5大公司纷纷推出与

自己优势农药产品相对应的转基因作物，例如与拜耳研发的草铵膦相对应的

LiertyLink系列耐草铵膦作物等。随着大量的转基因种子问世，转基因作物全球化，

转基因种子销售额在2013年也首次超过了传统种子。 

表9：各大农药巨头公司各自代表性的农药与转基因种子产品 

公司名称 优势农药产品 对应转基因种子产品 

拜耳 草铵膦 LibertyLink 系列耐草铵膦作物 

杜邦先锋 磺酰脲类除草剂 耐磺酰脲类除草剂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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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氏益农 2,4-D 耐 2,4-D 的 DHT 作物 

巴斯夫 

咪唑啉酮类除草剂 耐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作物 

麦草畏 与孟山都合作开发耐麦草畏作物 

先正达 甲基璜草酮 耐 HPPD 抑制剂转基因作物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22：转基因种子和传统种子市场销售额对比（亿美元） 

 

数据来源：农药快讯信息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更多的技术授权和企业合作，扩大耐草铵膦种子的覆盖面。目前主要的耐草

铵膦作物有巴斯夫的Libertylink系列，先正达的 Agrisure 3000GT大豆、玉米种子，

孟山都的 Bollgard II XtendFlex棉花种子，以及陶氏益农的 Enlist E3大豆等。

Libertylink系列耐草铵膦作物无疑是推广最为成功的耐草铵膦转基因作物。在巴斯夫

接手拜耳相关业务前，拜耳通过授权Libertylink商标给杜邦等公司，与其特有商标结

合，推出多抗种子；拜尔也与孟山都合作，推出Libertylink和Roundup Ready相结合，

即草铵膦与草甘膦双抗转基因种子。随着农化行业的洗牌，更多的技术授权和企业

合作将会成为大势所趋，以此带来耐草铵膦种子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草甘膦遭遇瓶颈，草铵膦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之前已经提到，草甘膦和草铵

膦是最适合做抗性种子的性状。而由于长时间大面积的种植，草甘膦抗性杂草问题

已非常严重，并面临可能致癌等相关问题，市场空间继续上行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而草铵膦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极有可能在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和农化企业业务转移的

加深下，成为最大受益者。 

（四）转基因种子推广对草铵膦未来需求的影响 

转基因种子批准情况对未来农药用量具有指导意义。从2010年至2018年耐草

铵膦性状种子的批准种植情况来看，耐草铵膦与草甘膦的双抗或多抗种子所占比重

维持在70%左右，这也意味着成本较低，除草效果更好的复配制剂可能会成为草铵

膦施用的主要形式。而从作物方面来看，往日在耐草铵膦作物中占据极大比重的油

菜近年批准数量较少，玉米、大豆、棉花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在2018年转基因作物

种植面积统计中，美国、巴西是全球最主要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种植国，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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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主要的转基因油菜种植国。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一批的耐草铵膦种子的推广

种植，草铵膦的需求增量将主要体现在大豆玉米上，而美国巴西等国也将成为草铵

膦的主要增量需求来源。 

图23：2010-2018耐草铵膦性状种子批准种植情况（例）  图24：2015-2019耐草铵膦性状种子批准种植情况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25：2018年各国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万公顷） 

 

数据来源：ISAAA，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草铵膦增量需求来源主要为抗草铵膦玉米作物种植与美国抗草铵膦作物种植

面积增长。2016年草铵膦在油菜领域中的应用占到总消费量的39%，而这一数字在

2018年下降到20%，与此同时，大豆，棉花，玉米的比重均有所上升。从草铵膦的

地域消费结构来看，得益于耐草铵膦转基因油菜的大面积种植，加拿大是2016年全

球草铵膦使用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市场的38%，在2018年这一份额被美国巴西等

国超越，下降到19%，而美国则以27%的全球市场排名第一。由此可以看出，全球

草铵膦需求的分布结构与耐草铵膦种子的批准情况高度相关。能够预见的是，未来

随着批准比例最大的耐草铵膦玉米的大量种植，美国和玉米作物将继续逐步超过加

拿大和油菜，成为草铵膦主要的需求来源国和来源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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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2016年和2018年全球草铵膦应用作物  图27：2016年和2018年全球草铵膦应用地区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

（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2020 年全球（中国）草铵膦市场状况分析及预测》

（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四、草铵膦需求端驱动—对其他除草剂的替代 

（一）替代驱动一：抗性杂草问题 

抗草甘膦杂草数量迅速增长。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种植，铸就了草甘膦的

辉煌，但也同时催生了一大批抗草甘膦杂草的出现。根据国际抗性杂草调查网站显

示，截止到2019年，已经有48种杂草对草甘膦产生了抗性，而且这一数字在日后将

会不断扩大。虽然抗草甘膦作物和其他作物系统中的抗性杂草种类数量相近，但抗

草甘膦作物系统中的抗草甘膦杂草侵染的面积和造成的经济损失占90%以上。为了

防除抗性杂草和防止杂草抗性的快速发展，现有连续单一的施药方式必须变得多样

化，例如获得多抗作物，将不同除草剂复配使用；进行作物轮作，并减少休耕期等。 

双草复配优势明显。为了解决草甘膦抗性杂草问题，双草复配是一个非常好

的选择。“双草”混配能发挥草甘膦和草铵膦1＋1＞2的效果，互相弥补“双草”的

短板。比如草铵膦原本受温度（高低温）、雨水等天气影响较大，在这些极端天气

条件下效果不能充分发挥，返青较快。比如草甘膦目前对多数杂草抗药性较强，杀

草不彻底，需要加大用量。二者复配后，受极端天气和抗药性影响大大降低，使用

范围增加，杀草效果突出，而用量的减少，则为农户节省了使用成本。 

图28：抗草甘膦杂草种类不断增多 

 

数据来源：WeedScience.org，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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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草复配在非转基因领域每年带来草铵膦新增需求量可观。由于近年来耐草铵膦加

草甘膦转基因双抗或三抗种子的大量批准（约占耐草铵膦转基因种子批准总量的

70%），可以预见除草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的草甘膦复配草铵膦除草剂用量将会得

到增长。根据农药快讯2017年的报道，根据联合试验的结果，草甘膦和草铵膦含量

比例在3∶1、4∶1和5∶1时，对多种杂草如马唐、千金子等都有相加作用。这也是

联合试验推荐的混配比例范围。但目前来看，多家企业都选择了5∶1这个比例。复

配制剂中草铵膦原药含量和草甘膦原药含量用量之比大都为1：5，假设双草复配的

渗透率达到30%，则双草复配带来的草铵膦需求增量将达到3.6万吨。 

表10：双草复配带来的草铵膦增量测算 

 2018 增量测算 

草甘膦全球总需求量（万吨） 71.4 71.4 

复配比例        1:5 

渗透率 / 10% 20% 30% 40% 50% 

草铵膦复配需求（吨） / 11900 23800 35700 47600 59500 

数据来源：农药快讯，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仅为粗略测算 

（二）替代驱动二：替代百草枯 

百草枯大规模禁用将腾出市场空间。作为全球主要的灭生性除草剂之一，2018

年百草枯全球使用量达到7.9万t，市值超过1 000 t的国家分别是哥伦比亚、泰国、马

来西亚、墨西哥、中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危地马拉、印度、印度

尼西亚，其中中国和泰国市场超过1万t，巴西为第三大应用国。由于百草枯剧毒，

对人、畜危害极大，会使得误食的生物肺纤维化，最终导致呼吸衰竭死亡，而且无

特效药，目前已被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使用。同为灭生性除草剂的草甘膦、

草铵膦和敌草快，便成为了百草枯市场份额的有力争夺者。 

表11：全球百草枯限制或者禁用情况（部分） 

禁用国家和地区 禁用年份 限制使用的国家和地区 

越南 2017 年 3 月 禁止使用百草枯和 2,4-D 产品 

中国大陆 2016 年 7 月 禁止使用百草枯水剂 

泰国 2019 年 取消使用并对进口做计划监管 

巴西 2020 年 目前为过渡期，即将全面禁止 

美国  一直需要在商业许可下使用 

日本  需要在法律监管下使用 

数据来源：《多重因素提升市场需求 草铵膦进入大宗除草剂的后时代》（杨益军），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百草枯替代预计带来新增草铵膦需求6000吨以上。根据研究统计，单次百草

枯原药用量大约为45g, 等效情况下草铵膦原药对应用量约60g, 一般情况下百草枯

使用频率约为草铵膦的2倍，因此草铵膦与百草枯的年用量之比约为2：3。假设2018

年全球百草枯用量的50%被禁用，按照草铵膦不同的替代比例，预计将新增

6000-17000吨左右草铵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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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百草枯替代带来草铵膦需求大致测算 

百草枯禁用量（吨） 79100*50% 

草铵膦替代比例 23% 33% 43% 53% 63% 

用量之比（草铵膦：百草枯） 2：3 

草铵膦替代需求（吨） 6067 8704 11342 13980 16617 

数据来源：《2020年全球非选择性除草剂草甘膦、百草枯市场分析及预测》杨益军，广发证券发

展研究中心测算*假设2018年百草枯用量的50%未来被替代 

（三）替代驱动三：农药减量化 

农药减量化发展需求利于草铵膦的推广替代。草铵膦每亩用量显著少于草甘

膦等除草剂。早在2015年2月，中国农业部就制定出台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

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和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我们认为未来农药减量化发展

是行业趋势，减量化对于高值低毒高效农药的推广提供政策基础。农药减量化发展

需求会利好草铵膦这种虽然价格相对高，但使用量更小，效果更好，更加环保的除

草剂。 

五、投资建议 

利尔化学：技术优势打造护城河，草铵膦龙头腾飞在即 

公司是氯代吡啶与草铵膦除草剂龙头企业。根据公司年报，公司是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首家军转民上市企业，是全球范围内继陶氏益农之后最先全面掌握氰基

吡啶氯化工业化关键技术的企业，在国内率先开发出了氯代吡啶系列产品中的毕克

草、毒莠定、氟草烟等除草剂产品。公司以技术立足，持续的研发投入打造高壁垒，

草铵膦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与产能增长为公司打开广阔成长空间。 

草铵膦需求增速快，公司技术突破引领产能扩张。公司全面掌握了草铵膦合

成关键技术，广安利尔率先突破气相法MDP生产技术，并线成功后有望大幅降低草

铵膦生产成本，技术优势下公司草铵膦产能大幅扩张。全球草铵膦需求在转基因抗

性种子推广与百草枯等传统灭生性除草剂替代需求的推动下快速增长，传统转基因

草甘膦抗性受耐受性杂草影响增长逐渐放缓，新的除草剂抗性需求预计将推动草铵

膦需求加速增长，随着性价比逐渐体现，未来有望复制草甘膦的成长轨迹。 

现有品种地位稳固构筑业绩基础，新品种持续推出打开成长空间。公司传统

主业氯代吡啶类除草剂与草铵膦除草剂地位稳固，草铵膦价格持续上行提供业绩增

长。公司借助技术优势推出新品类农药品种，目前涉及的品种包括氟环唑，丙炔氟

草胺等，新品种将助力公司扩展业务版图，打开成长空间。 

六、风险提示 

产能延期释放：受疫情影响，产能释放时间可能会晚于预期，企业整体开工进度也

将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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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草铵膦种子种植受阻：虽然新批准了较多耐草铵膦种子，但能否实际过渡到耐草

铵膦作物，仍需考虑到诸多因素，如天气、农民想法、舆论伦理等。 

草铵膦的抗性问题：虽然短期不会存在抗草铵膦杂草的问题，但随着草铵膦的大面

积使用，杂草演化的不可控，未来极大可能会出现一批新的抗草铵膦杂草，这势必

会对草铵膦市场产生冲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L-草铵膦市场带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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