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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定义指南 – 化肥周刊 
 

1 范围 
 
        本指南涵盖了 CRU 在所有地区市场化肥产品的价格评估，应与 CRU 集团合规框架和研究方法指南一起阅读。它详细说明了具

有优先顺序的特定大宗商品的研究方法，以及 CRU 研究方法指南涵盖的所有方面。 
 

2 研究方法 
 

  CRU 化肥价格是每周的基准价格，其中许多价格被广泛应用于与实物指数挂钩的合约结算。每周定价可以在不影响流动

性的情况下，在当月或者同样的单个或平均月度价格上签订若干个价格合同，以及/或认清市场趋势。标准化过程增强了流动

性，允许提交的广泛的实际交易数据可以通过标准化来满足 CRU 的严格定义。 
 
  为了生成一个受益于严谨、以及分析师的专业知识和谨慎的价格，我们的研究方法严格遵守方法论规则并且应用有限但

必要的专家判断，具体详情如下。 
 

数据提供者 
 

  化肥价格评估是通过与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定期讨论中获取的，包括生产商、买家、处于供应链关键节点的贸易商和航运公

司。这个信息收集网经常进行审查和维护，用以寻求买方和卖方的平衡。 

 
提交的数据和提交流程 

 

  数据提供者向 CRU 提供一个或多个与交易（销售或采购）有关的单一价格数据，这些交易是在发布前一周的周四下午 17:30
至发布后的周四英国时间 17:30 之间达成的，或与此时间段相关的其它价格信息。数据提供者还需要提供包括货船尺寸、交货日

期、数量和付款条件的信息。 
 
  价格评估员尽力记录实际交易数据，并于交易双方核实相关交易信息。如不能实现，则寻求通过第三方进行核实。 
 
  业内人士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一对一的即时通讯方式或其它私人通讯方式向 CRU 提交价格。信息必须在英国时间

周四 17:30 以前提交给 CRU，才能有资格在当天晚些时候公布的化肥周刊上公布。



 

 

最终价格计算 
 

         公布的价格区间反映的是在交易窗口期内最低和最高的成交价，越接近窗口期结束的成交或其它价格信息将获

得更多的权重。 
 
         当收到不同价格类型时，通常会给予交易价格更多的权重，而后按照明确的出价/报价、指示性出价/报价和价

格意见的排列顺序分配权重。 
 
合同价格 
 
         合同价格是价格固定在一年、六个月、季度或月度交货期的大宗交易。一旦达成协议，CRU 将调整合同价。但

是，合同定价可能会在相关时间段提前确立，或者因长期谈判而被推迟。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价格评估都将做出相

应的反映，包括对最初公布的价格做回顾性调整。 
 

标准化 
 
         符合以下精准定义的数据在不经过任何转换就有资格纳入价格。不合格的数据可能依然有资格作为价格的输入

信息，但必须经过标准化流程。 

  这可以包括根据估算或实际海运费倒推的 CFR 售价，或者建立在现行 FOB 价格和海运费基础上相等的 CFR 价

格。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化通常仅限于从 CFR 价格反推获得 FOB 价格，反之亦然。 
 
  假设评估可能包括从任何相关和有代表性的进口市场的反推，或基于一个隐含价值的相关且具有代表性的出口

市场的“正推”（如：离岸加成本）。 
 
  将价格标准化的决定和/或标准化过程中使用的价值选择构成了专家判断（见下文）。 
 
排除异常值 
 
  分析师可以使用专家判断来排除一个数据点作为计算最终价格的输入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考虑一笔交易

在当前市场中是否被判定为可重复的；货物是否被判定为“报废”；同一时间范围内从其他数据提供者收集到的数

据范围和分布情况；以前从同一数据提供者接收到的数据；数据提供者提供的非价格信息以及从其它来源获知的当

前市场状况。最终价格中包含或不包含的输入数据是清楚且将被记录在册的。 
 
在缺乏流动性的市场中确立价格 
 

  在任何一周的时间内，如果没有符合或经过标准化仍不符合以下定义的提交信息，则前一周公布的价格将被延

用，用作新一周的最终基准价。 
 
         在没有交易数据（贸易）的情况下，明确的出价/报价、指示性出价/报价和价格意见都可用于确立价格。如果

市场趋势出现强劲的上下波动，这种方法常见但不绝对适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CRU 在线价格表格中的脚注将标注价格状态为“指示性”。如果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价格

发生了变化，我们会在相应的“市场更新”中进行文字解释说明。 
 
         如果超过三周没有确认的交易，价格将被脚注为“近期无交易”。如果这种消极状态持续四至六周以上，价格

就会加上一个“无市场”的脚注。一旦市场再次活跃且有交易完成，将再次公布价格。 
 

专家判断 
 
         专家判断可适用于判断提交的价格数据是否与已达成的真实交易有关；交易是否是独立执行的；是否需要将所

提交的价格资料标准化；任何标准化的方法，加权信息，以及在最终价格的计算中是否包含一个数据点（排除异常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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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判断通常局限于确定异常值、加权信息以及将报道的交货价或 CFR 价转换成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 FOB
价。具体使用和应用会在 CRU 化肥周刊 中用文字详细说明。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专家判断中认为集合输入信息的质量有待提高，分析师在使用专家判断之前将与一位或几

位同事进行协商。 
 
         如集团合规框架和研究方法指南 第 2.5章节所述，专家判断应用的一致性是通过综合选择、正式和非正式培训

和审查、监督以及管控流程来实现的。 
 
验证 
         数据点输入、计算和最终价格的发布均由第二名分析师进行检查和验证。 
 
 

最终基准价发布 
         CRU 化肥价格于英国时间每周四 18:30 在化肥周刊 和化肥一篮子价格 中公布（英国公众假期除外），并通过

FTP 数据传输。 
 
 
附加产品/具体的市场研究方法 
 
尿素 
 
中国 
由于目前的出口检查周期为 45-75 天。为了能够评估这些重要的价格点，而不是定期将它们定义为无市场，现货评

估包括 60 天前装船的货物。如果适用的话，市场即期销售的比重仍会更高。 
 
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小颗粒尿素的现货评估包括对菲律宾市场公式定价的产品。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和卡塔尔化肥公司偶尔

会为苏丹签订高价合同。两家公司还通过政府间融资的方式向 BCIC/孟加拉国提供公式化的合同货物。 
 
印度尼西亚 (小颗粒) 
         菲律宾经常向 Pusri 低双缩脲尿素支付溢价(菠萝种植园的双缩脲最大值为 0.5%，而标准最大值为 1.0%)。生产

商倾向于在销售招标中设定保留价格(最低可接受价格)。 
 
地中海 
         CFR 的计算是基于尤日内、埃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离岸价格。 
 
菲律宾 
         价格可以根据中国/印尼/马来西亚的 FOB 价格加上指示性 CFR 价值的运费进行评估。 
 
EC 中美洲 
         交货成本是用前苏联 FOB 价格加运费计算而得的。当 Monomeros/Colombia 偶尔要求开立 30 天账户时，Incofe
会经常开立账户。 
 
巴西 
         生产商经常根据投机状况装船，然后在船只在途中和/或等待卸货时将材料零零散散地卖给不同的进口商。小

颗粒尿素的交付成本可以用前苏联地区 FOB 价格加运费计算。巴西大颗粒尿素在中东价格通常是通过公式确定的，

一般是基于平均的中东地区离岸价加上在提单日期和到达巴西日期的运费。 

黑海 
         在没有确认销售和/或投标/报价的情况下，使用倒推法计算从埃及进口的免税材料的售价，并根据关税和运费

差价进行调整。同样，在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关键目的地确认的免税产品的内陆销售和 CFR 交易也被

倒退出来，扣除成本、关税因素和运费。计算也被用于在拉丁美洲已确认销售的大颗粒尿素以及 NOLA 驳船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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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对后者的成本和数量差异进行了适当调整。 
 

波罗的海 
         在没有确认销售和/或投标/报价的情况下，使用反推法计算从埃及进口的免税材料的销售，并根据关税和运费

进行调整。同样，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比荷卢经济联盟(Benelux)港口等关键目的地确认的免税产品的内陆销售和

CFR 交易也被倒退出来，扣除成本、关税因素和运费。计算也被用于在拉丁美洲已确认销售的大颗粒尿素以及 NOLA
驳船的价值，并对后者的成本和数量差异进行了适当调整。 
 
中东大颗粒尿素 (美国反推) 
         反推计算基于主流美国驳船价格，应用以下公式：$/st FOB NOLA - $6/st 短倒费用* 1.1023 = $/mt CFR - 实际运费

+从中东评估的成本= $/mt FOB 中东。 
 
中东大颗粒尿素 (全部反推) 
        “美国反推算价格”和“非美国地区反推算价格”的总和。 

 
伊朗 
         价格以美元评估，但这些是基于以其它货币按现行汇率确定的价格。 

        制裁严重影响了 2019/20 年度的贸易。与巴西的补偿贸易十分活跃。土耳其通过中国转口的进口贸易仍在继

续，但贸易受到种种限制。 
 
印度尼西亚 (大颗粒) 
         主要是招标。主要交易地区市场诸如泰国、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台湾，但也向印度次大陆和美洲，包括美国

墨西哥湾地区。Kaltim 倾向于在销售招标中设定保留价格(最低可接受价格)。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企业出口到目的地的报价是 FOB 或 CFR，而特立尼达企业出口到美洲和欧洲市场的报价是 CFR。 
 
美国/加拿大 
         在美国，原材料主要销往经销商，然后再卖给为种植者服务的零售商。沿河水系的生产商、进口商和贸易商均

报告业务。在加州和太平洋西北地区，尿素价格在整个施肥季往往保持不变。在加拿大，生产商的价格表以及分销

商和进口商的报告都是用来定价的——在施肥季，价格可能会保持 3-4 个月不变。 
 
法国大颗粒尿素 
         价格通常是通过合作伙伴/分销商和进口商之间的谈判确定的。名义价格可以使用 FOB 埃及+运费+平均€6-8/吨
的卸货成本+大约€5 的杂项成本= FOT 盈亏平衡来计算。 
 
地中海大颗粒尿素 CFR 
         名义 FOB 价格可以根据埃及现行 FOB 价格使用运费计算。 
 
东南亚 
         泰国和菲律宾的合同价格是通过公式确定的。现货交易通过谈判而定。 

韩国 
         名义 FOB 价格可以根据中东和中国的现行 FOB 价格使用运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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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硝铵溶液 

波罗的海 
         欧盟针对从美国、俄罗斯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的尿素硝铵溶液征收反倾销税以来，目前波罗的海的价格显示

欧盟完税价格处于低位(采用最低关税 27.77 欧元/吨)，反推的未完税欧盟产尿素硝铵溶液/波罗的海尿素硝铵溶液价格

处于高位。反倾销税将按产品进入欧盟的关税价值来征收。 
 
美国中西部 
         大多数产品以 32%尿素硝铵溶液通过驳船或铁路进入该地区，然后通常以 28%尿素硝铵溶液通过货车进行分

销。 

美国东海岸 
         体现了进口商和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贸易，以及生产商的价格表。大部分从东海岸发货的 UAN - 32 目的地是中西

部地区，但对当地市场而言卡车物流在一年的同一时间也是最活跃的。与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是，大多数卡车分销集

中为 32%尿素硝铵溶液，但市场参与者仍经常以 N 为单位报价。 
 
美国太平洋西北部 
         体现了进口商和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贸易，以及生产商的价格表。大部分从东海岸发货的 UAN - 32 目的地是中西

部地区，但对当地市场而言卡车物流在一年的同一时间也是最活跃的。与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是，大多数货车分销集

中为 32%尿素硝铵溶液，但市场参与者仍经常以 N 为单位报价。 

美国南部平原 
         大多数产品以 32%尿素硝铵溶液通过驳船或铁路进入该地区，然后以 28%尿素硝铵溶液通过货车运输。 

美国新奥尔良 
         反映进口商和上游分销商之间的贸易，以及生产商的价格表。大部分从东海岸发货的 UAN - 32 目的地是中西部

地区，但对当地市场而言卡车物流在一年的同一时间也是最活跃的。 

法国 
         最多四周，除了 6-8 月当“新季节”的远期价格可以提前 90 天使用。阿康公司(Acron)从爱沙尼亚的 Silimae 出

口俄罗斯产品。 

美国东部海岸 
         体现了进口商和美国供应商之间的贸易，以及生产商的价格表。大部分从东海岸发货的 UAN - 32 目的地是中西

部地区，但对当地市场而言卡车物流在一年的同一时间也是最活跃的。与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是，大多数货车分销集

中为 32%尿素硝铵溶液，但市场参与者仍经常以折纯养分 N 作为单位报价。 

美国加州 
         与进口商和美国供应商的沟通，以及生产商的价格表。几乎所有的产品运输都是由轨道车车厢进行的，由于缺

乏储罐空间，许多轨道车车厢充当了分销商的仓库。大多数货车分销集中为 32%尿素硝铵溶液，但市场参与者仍经

常以氮肥折纯养分 N 为单位报价。 

 

硫酸铵 

美国新奥尔良 
        现货销售报告来自分销商和其他供应商对终端消费（零售商）的现货交易。提供给零售商的生产商价格表也可

以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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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铵 

加拿大西部 
         价格代表来自分销商和其他供应商对终端消费(零售商)的现货销售报告。提供给零售商的生产商价格表也可以

考虑在内。 
 
美国中西部，南部平原地区 
         大部分产品通过驳船或铁路进入该地区，然后通过货车运输。 

巴西 
         评估的价格低端是基于部分货物和/或组合发货的销售情况。 
 

硝酸铵钙 

德国和比荷卢经济联盟 
         评估是基于本地生产商 Yara 和 OCI 公布的价格，并根据主要合作企业和独立贸易商等进口商和分销商的意见进

行适当调整。 

合成氨 

中东地区 
         在没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反推计算的情况下，价格可以从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的买方和卖方报道的 CFR
合同价格，使用现行运费确定 FOB 的价格水平。在没有确定的中东合同价格的情况下，从其它供应来源向印度和远

东的销售也可用于反推计算。 

加勒比地区 
         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委内瑞拉外，价格可能从 CFR 售价中反推回来。 
 
美国新奥尔良、中西部地区、北部平原、南部平原、加州 
         评估结合了生产商价格表和来自国内经销商的报告。价格不像国际市场那样频繁波动是由于供应受到严格控

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现有驳船的物流限制。价格可以根据终端消费的销售情况和最近从美国墨西哥湾地区进口

的重置成本来计算。 

         在中西部、北部和南部平原地区，有报道的远期报价与现货市场的交易同样重要，因为绝大多数交易是在远期

或指数基础上完成的。 

         在南部平原和加州，价格会随季节和充盈季节而变化，但不像固体氮肥那样频繁。 
 
西北欧 

         可根据黑海和波罗的海 FOB 价格评估加上运费和成本作为指示性价格。 

土耳其 
         土耳其买家包括 Toros, Gemlik Gübre, Pektim, Ege Gübre 和 Bagfas。指示性价格评估可以根据黑海 FOB 价格加上

现行定期租船费率的运费评估而定。 

印度 
         合同货物的标准公式是根据中东离岸价加上选定化肥市场报告公布的运费计算的。现货销售和 FACT 招标采购

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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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 
         长期合同通过公式定价给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标准公式是基于中东/东南亚 FOB 加运费。在没有确认的现

货交易和/或通过公式定价的情况下，可根据中东 FOB 合同价或东南亚 FOB 价格评估加上运费和成本作为指示性价

格。 

东南亚 
         CFR 主要的年度合同是基于中东海湾现货/合同；现货包括越南的 Vinachem、印度尼西亚的 Gresik 和菲律宾的

Philphos 的定期采购招标。可根据东南亚 FOB 价格评估加上运费和成本作为指示性价格。 

         FOB 东南亚— 指示性价格可能是基于东南亚 CFR 价格评估减去运费和成本。 

美国墨西哥湾 
         现货的交货时间为 30-60 天，常规交易包括从加勒比海和 FSU 发货。 
 
美国坦帕 
         在达成新的月度协议或确认单独的现货之前，以前的谈判价格将保持不变。 
 
磷肥 

美国坦帕 
         每笔最小成交量 6,000 吨，可能包括多批次 – 例如磷酸二铵和磷酸一铵生产商在同一周内提供 3x3000 吨。所有

的坦帕码头，帕斯卡古拉 MS 和新奥尔良都会被包含(如果经驳船转运或从美盛的 Donaldsonville LA 工厂装载)。 

         生产商或贸易商从 FOB 或 CFR 交易中获得的销售。一般只做现货交易，除非长期价格协议包括在未来 30 天内

装船的货物。此外，在拉丁美洲，生产商装载卸货的货物往往是在装载前和装载后向多个消费商进行的多次销售。

因此可以从单一的货物产生多种价格。 

沙特阿拉伯 
         价格评估反映了沙特阿拉伯通过 Sabic、Mosaic 和 Ma 'aden 采购 DAP，通常是对印度、东非、美国和南非的

CFR 售价进行反推。Ma’aden and Sabic 联合营销 Raz-Al-Khair 厂的产品。还包括来自 Ma’aden, Sabic 和 Mosaic 的

Wa’ad Al Shamal 的 DAP 产量。 

波罗的海/黑海 
         典型货物规模 3- 10,000 吨(欧洲，包括土耳其)；25 – 35,000 吨(巴西、阿根廷)；30 – 40,000 吨(印度)；25-50,000
万吨(其它亚洲市场和美国)。对西北欧/东欧和土耳其的销售通常以 FOB 为基础，对巴西/阿根廷、印度和美国的销

售则以 CFR 价反推计算得出的。包括 11-52-0 和 12-52-0 (PhosAgro/Russia)的磷酸一铵和 11-52-0 和 12-52-0 
(EuroChem/Russia)的磷酸一铵。 

北非 
         价格评估体现的是突尼斯 FOB 和摩洛哥价格评估范围总体的最低值和最高值。 

摩洛哥 
         典型货物为 25- 30,000 吨(巴西/阿根廷)，通常与 MAP 合并；5-10,000 吨(西欧/南欧)；50-55,000 吨(印度/巴基斯

坦)；50-55,000 吨(美国)。摩洛哥的美国反推 DAP/MAP 价格是基于最新新奥尔良离岸价的反推价格。 
 
中国 
         典型货物为 40-60,000 吨 (印度)；40 – 50,000 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10 – 15,000 吨(越南)。由于目前的出口检

查周期为 45-75 天。为了能够评估这些重要的价格点，而不是定期将它们定义为无市场，现货评估包括 60 天前装船

的货物。如果适用的话，市场即期销售的比重仍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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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价格评估体现了美国、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售价的反推价格，主要是通过贸易商进行现货交易。澳大利亚交易(主
要是 MAP) 主要是在合同的基础上直接签订的。 

约旦 
         典型货物是 20- 40,000 吨(印度)；5- 20,000 吨(土耳其和地中海市场)。 
 
澳大利亚 
         Quantum 公司拥有澳大利亚 Incitec Pivot 公司生产的磷酸二铵/磷酸一铵的独家合同。它主要反映了根据印度次

大陆 CFR 售价反推出来的现货售价。出口销售具有季节性的特点，从 4 月左右开始，10 月左右逐渐减少，而澳大利

亚国内销售旺季也随即开始。由于适用公式定价，因此对新西兰的合同交易不包括在价格评估之内。作为季节性出

口商， “无市场” 的脚注可能适用于 3 月至 10 月。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 
         绝大多数的磷酸二铵和磷酸一铵从佛罗里达州的工厂通过 60 节或更多的轨道车来运输。 

美国新奥尔良 
         所有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 FOB 价都是基于驳船从美国墨西哥湾入海口出发的假设。 

美国中西部，辛辛那提 
         美国市场的磷酸二铵通常是黑色的。除非是消费旺季，否则其它颜色的产品都会有折价。评估内容包括来自生

产商价格表以及与独立分销商沟通的数据。在长期缺乏新交易的情况下，分销商对该地区的公告或生产商的补充报

价可以用来提供指示性价格。 

         就磷酸一铵而言，成交由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报告，覆盖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北部、密苏里州、爱荷华

州、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零售商。大多数磷酸二铵/磷酸一铵通过驳船或铁路进入该地

区，然后通过货车或铁路分销。颜色对于磷酸一铵来说不是关键。 

美国加州/美国西北部 
         磷酸二铵和磷酸一铵在该州的价格一般是一样的(假设 11-52-0 的磷酸一铵)，所以可以用加州的磷酸一铵报价来

表示磷酸二铵的价格。 

美国南部平原 
         南部平原地区颗粒磷酸二铵/磷酸一铵价格评估提供了在阿肯色州、堪萨斯州南部、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

州销售的全部产品范畴。肥料周刊还在该地区提供了一个子集，定义为“塔尔萨”。此价格线仅限于来自俄克拉荷马

州 Inola、卡图萨、马斯科吉和韦伯斯福尔斯码头的交易报道。 
 
阿根廷/乌拉圭 
         如果在邻国巴西有足够的贸易活动，则可以通过纳入运费差异，以高于磷酸一铵 巴西到岸价格评估的价格来评

估价格点，运费差异通常为每吨 5-10 美元/吨，这取决于卸货港的数量。 

中国 出厂价, 11-44 
         大多数订单是在春秋两季开始前下单的。经销商也会在淡季时增加库存，当价格接近市场底部时，或者在购买

季节补充库存。价格和结算方式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生产者会向买方所在地的火车站报

交货价格。通过扣减铁路运费可以反推计算出厂价。 

         MAP 11-44 主要反映了中国最大生产商的销售情况，诸如云天化, 开磷, 瓮福, 宜化和新洋丰，直接或通过贸易

商。销售通常基于对巴西，澳大利亚，印度或东南亚的 CFR 价反推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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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复合肥工厂是磷酸一铵在中国的主要买家，所以在春季和秋季两个主要采购季节开始之前就下了订单。复

合肥生产商也会在夏季为追肥玉米储备或在购买季节补充库存。 
 

巴西 
         货物通常来自俄罗斯 Phos-Agro，欧洲化学公司(EuroChem)；Granular MAP 11-52-0，(典型的 OCP/摩洛哥，

Mosaic/美国，GCT/突尼斯，MPC/沙特阿拉伯，Fertinal/墨西哥，Foskor/南非，IPL/澳大利亚，不同的/中国)。在没

有出价或报价的情况下，可根据波罗的海/黑海离岸价格 MAP 来估算价格。 

重过磷酸钙 

摩洛哥 
         OCP 销售通常以 FOB(离岸价)方式向西欧报价，或根据销售给巴西、孟加拉国或美国的 CFR 价格反推计算获

得。 

突尼斯 
         价格评估反映了突尼斯生产商 GCT 对西欧市场的销售通常以 FOB 报价，或基于对巴西或孟加拉国的 CFR 价格

反推计算获得。 

中国 
         典型货物为 25- 30,000 吨(伊朗)；25 – 30,000 吨(巴西)；10- 20,000 吨(斯里兰卡)。5000 吨是评估的最小规模。

由于目前的出口检查周期为 45-75 天。为了能够评估这些重要的价格点，而不是定期将它们定义为无市场，现货评

估包括 60 天前装船的货物。如果适用的话，市场即期销售的比重仍会更高。 
巴西 
         主要重钙进口商，包括 Mosaic、Fertipar、Yara、ADM 和 Heringer，如果没有报告出价或报价，将根据 MAP CFR
巴西折价进行评估，根据贸易情况折扣价格在 80-120 美元/吨之间。 

磷酸 

         在合同达成协议后，磷酸价格可以追溯至季度或半年合同的正式开始日期。在达成新的合同价格之前，以前的

评估保持不变。 

北非 
         印度的典型货物为 25- 30,000 吨溶液(16- 18,000 吨 P2O5 基于 53.5%的平均比例)，欧洲的典型货物为 5- 10,000
吨 53.5%溶液。5,000 吨 53.5%溶液是评估的最小规模。OCP 和突尼斯生产商 GCT 的销售通常以 CFR 价格销往印度、

巴西和西欧。 

巴西 

         典型货物 5-10,000 吨 54%溶液。5,000 吨 53%溶液是评估的最小规模。该评估反映了与买方(主要 DSM/Tortuga
等动物饲料生产商)在 CFR 基础上签订的季度合同和现货销售。 

印度 
         典型货物 25- 30,000 吨溶液(16- 18,000 吨 P2O5 按 53%平均比)。5,000 吨 53%溶液是评估的最小规模。价格评估

反映了与买方 ifco、PPL、CIL、ZIL、MCFL、GSFC、DFCL、FACT 和 TCL 在 CFR 基础上签订的季度合同。 

欧洲西北部 
         典型货物平均 5- 10,000 吨 53%溶液。5,000 吨 53%溶液是评估的最小规模。价格评估反映了基于 CFR 的与买方

Phosphea 签订的季度合同；比利时 Prayon (瓦隆政府和 OCP 各占 50%的合资企业); Yara；比利时；比利时 Rosier 和
其它国家。评估包括四个价格点，即现货磷酸价格、肥料级合同价格、饲料级合同价格和工业/食品级合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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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矿石 

在在合同达成协议后，摩洛哥和约旦的磷矿合同价格可以追溯至季度或半年合同的正式开始日期。在达成新的合同

价格之前，以前的评估保持不变。 

 
摩洛哥 
         价格反映了摩洛哥生产商 OCP 对印度的常规 CFR 售价，以及对一些市场以 FOB 的售价。在达成新价格之前，

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阿尔及利亚 
  价格反映了向印度和其他市场的常规 CFR 和 FOB 售价。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约旦 
  价格反映了约旦生产商对印度以及印尼和巴西等其他市场的 FOB 价格。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

保持不变。 

埃及 
  价格反映了交易商对印度和其他市场的常规 CFR 售价。销售通常由埃及出口部门 empco 主导。在达成新价格之

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秘鲁 
  价格反映了向印度和其他市场的常规 CFR 和 FOB 售价。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印度 
  价格反映多个供应商的销售情况，通常以 CFR 报价向多个进口商销售。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

保持不变。 

过磷酸钙 
 
巴西 
  价格反映了巴西国内生产商在该国主要分销中心隆多诺波利斯(Rondonopolis)的 CPT 售价。 
 
复合肥 
波罗的海 
  当没有确认的销售时，中国和泰国的交货价可用于反推计算(15-15-15 和 16-16-16)。对于 10-26-26，当没有确认

的销售报告时，印度交货价可用于反推计算。 
 
摩洛哥 
         NPS 对埃塞俄比亚的出货价格(19-38-0-7)包含在每年的招标中，但也包括其它月度现货销售。价格反映了从埃

塞俄比亚招标价反推的 FOB 价格或向任何其它市场的现货售价。如果没有出价或报价，则被评估为无市场。 

         对于 12-46-0-7，如果没有出价或报价，价格将根据磷酸一铵 FOB 摩洛哥价格评估的折价进行估算。 

         15-15-15 典型出货是 10- 20,000 吨(欧洲/巴西)，30,0000 吨(西非)。5,000 吨是评估的最小规模。如果没有报告

出价或报价，则根据 NPK FOB 波罗的海 15-15-15 价格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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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南亚, 印度 
         16-16-16 和 10-26-26 的价格是根据 Acron 和 PhosAgro 等生产商报告的售价计算的。 对于进入印度市场的 20-
20-0-13，价格是根据 Petrokimia Gresik、Acron 和 PhosAgro 等生产商报告的售价来计算的。 

         就中国 15-15-15 的出厂价而言，大多数订单都是在春季和秋季这两个主要采购季节开始之前下单的。经销商也

会在淡季价格接近底部时增加库存，或在购买季节补充库存。价格和结算方式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在大多数情

况下，生产商会报一个到买方所在地火车站的交货价格，扣除铁路运费后反推一个出厂价。 
 
巴西 
         12-46-0-7 的价格是根据 OCP 在巴西市场向 Fertipar、Heringer 和 Yara 等买家销售的报告得出的。如果没有报告

的出价或报价，将根据磷酸一铵 巴西到岸价的估价进行评估。 

西非 
         如果没有报告的出价或报价，将根据 NPK 摩洛哥 15-15-15 的估价进行评估。 

氯化钾 
温哥华 
         标准氯化钾的价格是以关键消费市场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 CFR 价反推计算来评估的。氯化钾大颗粒价格是以

主要消费市场巴西和东南亚的 CFR 售价反推计算来评估的。 

约旦/以色列  
         标准氯化钾的价格是以关键消费市场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 CFR 售价反推计算来评估的。 

波罗的海 
         标准氯化钾的价格是以关键消费市场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 CFR 价反推计算来评估的。波罗的海氯化钾大颗粒

价格是以主要消费市场巴西和东南亚的 CFR 售价反推计算来评估的。 

中国  
         在指定的合同期间，由生产商和买方公布海运价格。该价格反映了中国进口商在 CFR 基础上的采购情况。当签

订合同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公布一个价格之后，该价格将成为其它生产商在同一时期内签订新合同的价格基准，虽然

并不总是如此，但却经常以同一价格水平向中国进口商供货。即使供应期已经结束，合同价格仍然作为每周评估，

直到新价格确定为止。 

印度 
         一个国际供应商宣布印度的进口合同价之后，其他供应商通常（虽然并不总是如此）在特定合同期间内以相同

的价格向印度进口商供货。即使供应期已经结束，合同价格仍然作为每周评估，直到新价格确定为止。 

东南亚 
         标准氯化钾的现货价格评估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的价格。 

中国/俄罗斯 
         价格反映了从俄罗斯乌拉尔钾肥公司经满洲里内陆口岸以 DAP 报价的通过铁路运输销售到中国的氯化钾。主要

的市场参与者是中国的边贸氯化钾进口商，特别是绥芬河龙生、中化化肥和中农。评估还可能包括由 EuroChem 进

行的边贸铁路运输。 
 
萨斯喀彻温 
         价格评估采用生产商价格表，与美国国内市场的独立分销商沟通。同样的钾肥也通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

华出口。价格可以从美国中西部推断出来。大多数产品是远期交货而不是即期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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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 
         在没有新现货交易的情况下，价格可以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平原市场确定，但只有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系统开放

的情况下才能确定。 

美国中西部，美国南部 
  大部分产品通过驳船或铁路进入该地区，然后通过货车运输。已确认的 FOB 新奥尔良驳船报价和/或 FOB 中西

部驳船离岸价格可用于确定已交货驳船价格。 
 
硫酸钾 
 
西北欧 
  价格主要反映了关键供应商 K+S 和 Tessenderlo 在 FCA 基础上达成的现货和短期合同销售，其他供应商也紧随

其后。按月评估。 
 
硫磺 
 
温哥华 
  价格评估包括主要生产商和营销公司(如壳牌、南石油和赫斯基)在 CFR 基础上的现货销售的净收益，尽管产品

主要出口到中国(南通和青岛的主要港口)和巴西市场(巴拉那瓜、里奥格兰德和桑托斯的主要港口)。 
 

中东地区 
  评估不包括伊朗。现货销售大多是大颗粒，尽管有时是压碎的块状，这样可以确保较低的价格，不用于反映主

流硫磺价格，但可能被用来确定低端价格。价格系列于 2003 年 6 月推出。 
 
  本地区主要供应商(包括科威特 KPC、阿联酋 Adnoc)和北非 OCP、GCT 等磷肥买家和国际贸易商签订的季度合

同。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Adnoc 月度合同是由阿联酋 Adnoc 每月发布的中东地区基准价格。主要是印度消费商的合同价格，但被用作其

它市场的关键指标，并被视为市场人气的衡量标准。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月的价格不变。 

  Tasweeq 公开报价，没有谈判。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月的价格不变。 

中国 
  产品交付到中国。该价格是一个最受关注的硫磺价格之一，流动性非常强，被视为国际硫磺市场的关键基准

价。评估包括自 2013 年底以来的碎块，因为预计从 2014 年起销往中国的碎块产品数量会增加。 
 
印度 
  印度进口商是这一价格点(另一种流动价格)的主要驱动力，这一价格主要来自主要磷酸盐生产商的投标。如果

投标结果不明确，可以通过在中东 FOB 基准上增加运费和其他相关成本来评估。价格评估独立于 Adnoc 月度合同基

准价。 

巴西 
  主要原材料来自中东，前苏联地区和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坦帕 
  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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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欧 
  合同主要包括内陆公路运输。基于主要卖家和主要买家之间的合同。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

持不变。 

比荷卢经济联盟 
  合同主要包括莱茵河内陆和铁路运输。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价格保持不变。 

 

 

硫酸 

西北欧 
  欧洲以外的硫酸现货供应来自巴西和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CFR 价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主要生产商与欧洲消费商之间达成的交易。在达成新价格之前，前一个季度的

价格保持不变。 

土耳其 
  价格反映了主要由 Aurubis 完成的现货和合同交易。 
 
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价格反映的是贸易商和生产商达成的向美国墨西哥湾发货的现货交易，通常源自欧洲。 

巴西 
  价格评估反映了巴西消费商的现货交易。典型的欧洲产地，但也来自远东和其它地方的货源。 

智力 
  价格反映了主要供应商对该国的交易。产品大部分来自远东地区。 
 
  合同价格反映了主要硫酸供应商和智利消费商之间为在智利进行浸出操作而签订的年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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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义 
 
小颗粒尿素- FOB  
黑海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 - 46% N. 90% 1-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尤日内、图阿普谢、诺沃西比尔斯克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00 吨至 7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消费市场:  全世界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和乌克兰: OPZ, DnieproAzot, EuroChem,Ostchem, TogliattiAzot 和 Salavat 偶

尔从尤日内出货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土耳其针对从前苏联进口的产品征收 6.5%的关税。乌克兰产品出

口到欧盟的关税是 4.7%，其它前苏联国家是 6.5% 
背景资料:  2000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 - 46% N. 90% 1-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文斯匹尔斯，圣彼得堡，里加，克莱佩达，穆加，科特卡 
类型: 现货 
消费市场:  全世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00 吨至 45,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如果 Nitrofert 退回)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和土耳其针对从俄罗斯进口的产品征收 6.5%的关税 
背景资料:  1999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尼西亚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 - 46% N. 90% 1-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Kaltim/Bontang, Pusri/Palembang 和 Gresik/Gresik。Kujang 提供袋装颗粒 
消费市场： 区域市场和印度次大陆 
类型: 现货，通过 Pusri Holdings (Persero)的销售招标 



 

CRU Prices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 FERTILIZER WEEK  Page 18 of 79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20,000 吨 
时间: 4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PIM, Pusri 和 Gresik (Gresik 和 Kujang 是袋装尿素)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征税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 - 46% N. 90% 1-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位置:  不同地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0 天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农资集团、中化化肥、中化集团、中国石化及其直接生产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征税背景资料:  2000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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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颗粒尿素出厂价 
中国 
等级: 小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出厂价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或承兑汇票 
包装: 50 公斤/袋，有时 1 吨/袋 
装货位置:  中国北部包括山东、山西、河北、河南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 吨或更多 
时间: 1 周内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北方的生产商 
税率/关税:   不适用 
背景资料:  2008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小颗粒尿素 CFR  
地中海 (完税)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 - 46% N. 90% 1-4 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从提单日算起 180 天内延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北非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或更多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乌克兰，埃及，克罗地亚 
税率/关税:   欧盟对俄罗斯和中东地区产品征收 6.5%的关税，对乌克兰征收 4.7%关税。土耳

其对乌克兰产品征收 6.5%的关税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东南亚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 - 46% N. 90% 1-4 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预付款，有时需要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所有越南以及菲律宾的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东，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征税 
背景资料:  202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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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小颗粒/大颗粒 CFR  
印度 
等级: 尿素 – 小颗粒/大颗粒 - 46% N. 90% 1-4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印度港口 
类型: 现货，公开招标评估的价格和工业用途的现货销售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000 吨至 7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东，中国，前苏联，伊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埃及。伊朗在 2019 年被

排除在外，但经中国转运的伊朗尿素仍在名单之列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征税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大颗粒尿素 FOB 
黑海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尤日内，图阿普谢，尼科拉艾，高加索安克雷奇，波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吨至 45,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消费市场： 世界范围内，重点是南欧，美洲和印度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和土耳其针对从前苏联进口的产品征收 6.5%的关税。乌克兰

产品出口到欧盟的关税是 4.7% 
背景资料:  2012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克莱佩达，乌斯特和科特卡 
消费市场： 世界范围内，重点是欧洲西北部和美洲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00 吨至 35,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和土耳其针对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产品征收 6.5%的关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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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2012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美国反推市场)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马萨伊德/卡塔尔，朱拜勒/沙特阿拉伯，西特拉/巴林，鲁维斯/阿联酋，苏哈尔

/阿曼 
类型: 现货以及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Qafco/Muntajat, Sabic, PIC/GPIC, ADNOC and SIUCI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2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非美国反推市场)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esaieed/卡塔尔，Jubail/沙特阿拉伯，Shuaiba/科威特，Sitra/巴林，Ruwais/阿

联酋，Sohar/阿曼。伊朗被排除在评估之外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Qafco, Sabic, PIC/GPIC, Fertil 和 SIUCI。OMIFCO/Oman 的产量根据合资合同全部

交付到印度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征收 6.5%出口关税 
背景资料:  2012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全部反推)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esaieed/卡塔尔，Jubail/沙特阿拉伯，Shuaiba/科威特，Sitra/巴林，Ruwais/阿

联酋，Sohar/阿曼。伊朗排除在外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Qafco, Sabic, PIC/GPIC, Fertil 和 SIUCI。OMIFCO/Oman 的产量根据合资合同全部

交付到印度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征收 6.5%出口关税 
背景资料:  1999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伊朗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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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伊朗的港口 Assaluyeh, Bandar Khomeini, 以及 Bandar Abbas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Shiraz 石化, Razi 石化以及  National 石化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征收 6.5%出口关税 
背景资料:  2016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不同的地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50,000 吨 
时间: 60 天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不同的主要生产商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 
背景资料:  2015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尼日利亚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尼日利亚哈科特港- OIPL/Onne 港口码头 
消费市场： 全世界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吨至 35,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Indorama Eleme 化肥和化工，noore 化学工业以及 Dangote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欧盟征收 6.5%的进口关税 
背景资料:  2016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埃及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亚历山大港，达米埃塔，阿布奇尔，El Dekheila 和阿达比亚(红海)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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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吨至 4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MOPCO, Fertiglobe, HFC, Abu Qir 和 AFC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阿尔及利亚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阿尔泽，阿尔及利亚  
消费市场： 全世界，但主要是欧洲和美州 
类型: 现货/招标销售以及按照公式定价的承购协议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吨至 4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生产商 Sorfert, Arzew (Sonatrach 和 OCI 的合资公司)，AOA 
税率/关税:   无出口关税。阿尔及利亚尿素免税进入欧盟，进入土耳其支付 6.5%的关税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马来西亚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Sipitang/Bontang and Gurun/Bintulu 
消费市场： 全世界 
类型: 合同和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4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Petronas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5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尼西亚 
等级: 尿素 – 大颗粒 - 46% N. 90% 2-4 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Pupuk Kaltim/Bontang   
消费市场： 全世界 
类型: 现货，通过 Pusri Holdings (Persero)的销售招标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4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Pusri 和 Kaltim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5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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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现货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短吨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从美国墨西哥湾工厂装载的驳船或沿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下游卸货的船只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500 短吨驳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消费市场：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分销商，包括俄亥俄、伊利诺斯和阿肯色河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1 年 8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密西西比河上游、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和伊利诺斯州河流沿线的码头，以及爱荷

华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明尼苏达州(双城)、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内陆仓库。包括俄亥俄州，爱荷华州和堪萨斯州的生

产货物。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和加拿大的生产商或美国墨西哥湾和东海岸港口的海外工厂生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五大湖区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河流码头和内陆仓库遍布明尼苏达州北部、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和加拿大的生产商运输，或者从美国墨西哥湾用驳船运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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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阿肯色河和维尔迪吉斯河沿岸的码头，以及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

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内陆仓库。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的生产货物。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的生产商铁路运输，或由海外工厂从美国墨西哥湾驳船运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阿肯色河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堪萨斯州西部和俄克拉何马州的河流码头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的生产商铁路运输，或由海外工厂从美国墨西哥湾驳船运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东部海岸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梅森-迪克森市北部和南部大西洋沿岸港口的仓库，以及奥古斯塔市 Nutrien 工

厂的销售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或 100 短吨货车车厢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埃及、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双子城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货车/轨道车通常从仓库装载货物，很少直接

从驳船装载货物 
类型: 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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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或 100 短吨货车车厢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消费市场： 配送给农业零售商，主要服务于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但也通过铁路运输到更

远的市场，包括达科他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5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大颗粒尿素 FCA  
法国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FCA 
信用/付款条件: CAD 和 LC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法国人湾/大西洋海岸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30,000 吨 
时间: 5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阿尔及利亚，埃及，欧洲西北部，俄罗斯，乌克兰，卡塔尔。中东和俄罗斯产

品征收 6.5%的关税，乌克兰征收 5.5%。 
税率/关税:   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免税进入欧盟。中东和前苏联地区支付 6.5%的关税。乌克兰

5.5%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大颗粒尿素 CFR  
地中海 (完税)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从提单日算起 270 天内延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3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埃及，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和中东。伊朗在土耳其有折扣。 
税率/关税:   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免税。前苏联地区和中东支付 6.5%的关税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东南亚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从提单日算起 90 天内延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泰国，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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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3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中东，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4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韩国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或从提单日算起 90 天内延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韩国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30,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中东，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5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信用证和 CAD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西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和公式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吨至 35,000 吨 
时间: 6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中东、中国、北非、特立尼达、委内瑞拉、FSU 和印度尼西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大颗粒尿素 DEL  
美国北部平原地区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DEL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在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西北部的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00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和加拿大生产商通过铁路和货车分销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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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西部  
等级: 大颗粒尿素 46-0-0 
国际贸易术语:  DEL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阿尔伯塔省和 points 西 
类型： 现货 
货币: 加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80 吨至 90 吨每批 
时间: 2 周后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加拿大西部工厂和通过圣劳伦斯航道和哈利法克斯进口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8 月推出价格系列 
 

尿素硝铵溶液 – FOB  
波罗的海 
等级: 32-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转让或 LC。有时提前预付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克莱佩达的 Grodno Azot, Achema ，EuroChem 和 Acron 的 Sillamae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至 30,000 吨 
时间: 30 天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阿根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下的关税（见本文单独章节 2） 
主要供应货源： 立陶宛的 Achema，俄罗斯的 EuroChem 和 Acron，白俄罗斯的 Grodno 
背景资料:  2013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埃及 
等级: 32-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通过银行转账或信用证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杜姆亚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至 30,000 吨 
时间: 30 天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阿根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主要供应货源： Abu Qir 和 Liquifert/Polyserve 
背景资料:  2016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32-0-0 和 28-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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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河流码头和内陆码头主要分布在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爱荷华

州、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每短吨单位 
规格: 25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东海岸港口和加拿大的生产商通过铁路运输，或者从海外工厂经

美国墨西哥湾用驳船运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东部海岸 
等级: 32-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东海岸码头和奥古斯塔州的 Nutrien 工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每短吨单位 
规格: 25 短吨货车或 100 短吨货车车厢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东海岸的港口和乔治亚州奥古斯塔的 Nutrien 工厂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32-0-0 和 28-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河流码头和内陆码头主要分布在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和堪萨斯

州西部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每短吨单位 
规格: 25 短吨每批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产品由美国、东海岸港口和加拿大的生产商通过铁路运输，或者从海外工厂经

美国墨西哥湾用驳船运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等级: 32-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美国墨西哥湾驳船和轨道车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每短吨单位 
规格: 1,500 短吨驳船和 100 短吨货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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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应货源： CF 工厂在 Donaldsonville。从特立尼达和欧洲进口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8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尿素硝铵溶液 – FCA  
鲁昂 
等级: 30-0-0  
国际贸易术语:  FCA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货 
装货地点:  鲁昂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1,500 吨 
时间: 最多 30 天的立即交货，除了在 6 - 8 月期间“新季节”的远期价格可能 90 天 
主要供应货源： 埃及、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荷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美国 
税率/关税:   欧盟，埃及，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免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支付 6.5%的关税，

乌克兰 5.5% 
背景资料:  1993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尿素硝铵溶液 – CFR  
美国东部海岸 
等级: 32-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从费城 PA 到萨凡纳 GA 的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8,000 至 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西欧和东欧，前苏联地区，埃及和特立尼达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阿根廷 
等级: 32-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San Nicolas, San Lorenzo 以及 Neochea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00 至 3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泰国，美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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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硝铵溶液 – DEL  
美国加州  
等级: 32-0-0 和 28-0-0 
国际贸易术语:  DEL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和内陆的码头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每短吨单位 
规格: 25-100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货源： 主要从加拿大和美国生产商通过铁路运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焦化级硫酸铵 – FOB  
黑海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科尔森和黑海周围的其它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15,000 吨 
时间: 30 天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土耳其、巴西、埃及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己内酰胺级硫酸铵 – FOB 
黑海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新罗西斯克 Yuzhnyy, TIS 码头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的克麦罗沃/SBU 和斯基诺，乌克兰的切尔卡西 Azot 
背景资料:  2000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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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波罗的海港口，供应商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波兰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25,000 吨 
时间: 30 天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西 
税率/关税:   土耳其和欧盟针对 FSU 货物征收 6.5%的关税 
背景资料:  2016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和袋装（越南要求袋装） 
装货地点:  任何中国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4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货来源： 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土耳其和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西北欧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根特、安特卫普、鹿特丹、汉堡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4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8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己内酰胺级硫酸铵 – CFR  
东南亚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转账或即期付款或印尼 3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台湾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25,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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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商： 中国、韩国、前苏联地区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消费市场： 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台湾 
主要供货来源： 韩国的 CaproCorp 和三星，中国的中石化和前苏联的克麦罗沃/三星 
背景资料:  2013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Paranaguá, Vitória, Santos, Rio Grande  
类型： 现货或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4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货来源： 比利时、俄罗斯、中国、韩国、美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颗粒硫酸铵 – FOB  
中国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中国任何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4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0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西北欧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根特、安特卫普、鹿特丹、汉堡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4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8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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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驳船或轨道车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500 短吨或 100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河流终点站，阿肯色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7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颗粒和结晶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密西西比河两岸的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密西西比河两岸的终端消费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加拿大西部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轨道车和货车 
类型： 现货 
货币: 加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90 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7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从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德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西部的河流码头和内陆仓

库用货车运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产品主要由美国和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生产商运往分销商的仓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5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CRU Prices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 FERTILIZER WEEK  Page 35 of 79 

 
颗粒硫酸铵 – CFR  
巴西 
等级: 21-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Paranaguá, Vitória, Santos, Rio Grande, Sao Francisco do Sul, Aratu 
类型： 现货或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4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比利时、俄罗斯、中国、韩国、美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0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硝酸铵 – FOB  
黑海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前苏联的 Nikolaev 和 Tuapse/Novorossiysk，罗马尼亚的 Constanza 
类型：  现货 
主要供应来源：  来自俄罗斯的 EuroChem 和 Uralchem，以及乌克兰的 DF 集团。Interagro 和

Azomures/Ameropa 来自罗马尼亚。NF Trading 和 Dreymoor 为乌克兰和格鲁吉

亚产品营销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t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消费市场： 土耳其，巴西，摩洛哥，中美洲，美国 
税率/关税:   俄罗斯向土耳其支付 6.5%。乌克兰向欧盟和土耳其支付 5.5%。俄罗斯在美国和

欧盟因反倾销措施被封杀，只有少数生产商例外。到目前为止，乌克兰也被美

国拒之门外。 
背景资料:  2000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克莱佩达，圣彼得堡，穆加港和科特卡 
主要供应来源： 爱沙尼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罗斯的 Acron，EuroChem, PhosAgro 和

Uralchem 以及白俄罗斯的 Grodno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2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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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消费市场：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埃及，突尼斯，摩洛哥，中美洲 
税率/关税: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向土耳其缴纳 6.5%的关税。俄罗斯因反倾销措施在美国和欧

盟受阻。由于美国的贸易限制，白俄罗斯无法进入美国 
背景资料:  2004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从河流码头和内陆仓库运来的卡车遍布整个地区，但最活跃的地区是爱荷华

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东部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产品由美国和加拿大或美国墨西哥湾的生产商运往分销商的仓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1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从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德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西部的河流码头和内陆仓

库运来的货车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产品由美国和加拿大或美国墨西哥湾的生产商运往分销商的仓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9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新奥尔良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从货船到驳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500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位于欧洲和前苏联的国外生产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3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硝酸铵 FCA 
英国 
等级: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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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术语:  FCA，离开货船或仓库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通常是通过简单的银行转账 
包装： 大袋 
装货地点:  FCA 进口港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 - 5,000 吨 
时间: 除了在 5 - 6 月使用“新季节”的 30-45 天交货外，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荷兰，罗马尼亚，波兰，英国 
税率/关税: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支付 6.5%的关税，但反倾销措施仍在实施。乌克兰的关税是

5.5% 
国际评估：                                               计算 FCA 值时使用的是经确认的区域 FOB 售价的倒推价格 
背景资料:  1997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硝酸铵 CPT 
法国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CPT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分销商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 吨货车和 100 吨轨道车 
时间: 除了在 5 - 6 月使用“新季节”的 30-45 天交货外，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法国  
税率/关税:   俄罗斯支付 6.5%的关税，乌克兰免税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硝酸铵 - CFR  
巴西 
等级: 34-0-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转账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西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前苏联和西北欧。俄罗斯的 Uralchem, EuroChem, Acron, FSU 的 Group DF 和欧洲

西北部的 Yara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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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铵钙 – CIF  
德国内陆港口 
等级: 27-0-0 
国际贸易术语:  CIF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CIF 内陆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德国，荷兰，罗马尼亚，波兰 
税率/关税:   俄罗斯支付 6.5%的关税，乌克兰免税 
背景资料:  1997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比荷卢经济联盟  
等级: 27-0-0 
国际贸易术语:  CIF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CIF 内陆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德国，荷兰，波兰 
税率/关税:   俄罗斯支付 6.5%的关税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合成氨 FOB  
黑海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尤日内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 - 4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的生产商有 OPZ、dieproazot 和 Ostchem。俄罗斯的

Rossosh 和 TogliattiAzot。 
税率/关税:   前苏联无出口；欧盟对来自前苏联的进口收取 CFR 价值的 2% 
背景资料:  1997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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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地点:  Ventspils 和 Sillamae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 - 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生产商是 Eurochem、Uralchem 和 Acron。偶尔有 Phosagro。 
税率/关税:   前苏联无出口；欧盟对从前苏联进口的产品征收 2%的关税 
背景资料:  2004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或 CAD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Jubail, Ras Al- Khair, BIK, Assaluyeh, Mesaieed, Ruwais, Sitra, Sur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 - 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沙特阿拉伯，伊朗，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合同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反推估价时 30-6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沙特阿拉伯的朱拜勒和拉斯阿尔凯尔。伊朗的 BIK 和 Assaluyeh。卡塔尔的

Mesaieed。阿联酋的 Ruwais。巴林的 Sitra。阿曼的 Sur 
类型：  根据 CFR 合约价反推计算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 - 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0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现货/合同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价格范围介于中东现货和合同价格评估之间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沙特阿拉伯的朱拜勒和拉斯阿尔凯尔。伊朗的 BIK 和 Assaluyeh。卡塔尔的

Mesaieed。阿联酋的 Ruwais。巴林的 Sitra。阿曼的 Sur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 - 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1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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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8,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墨西哥湾、巴西和西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0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位于美国墨西哥湾的氨厂，在新奥尔良卸船后通过驳船和轨道车运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000-2,500 短吨货车，100 短吨轨道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中西部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3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货车和轨道车从整个地区的码头、渠道和工厂装载货物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或 100 短吨轨道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

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分销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北部平原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货车和轨道车从整个地区的码头装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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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或 100 短吨轨道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的零售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货车和轨道车从整个地区的码头、渠道和工厂装载货物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堪萨斯州西部和德克萨斯州的零售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东南亚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邦唐，巨邦，洛索莫维，克特，西皮唐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生产商有 Pupuk Kaltim、Parna Raya (KPI)、KPA、Pusri

和 PIM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合成氨 CFR  
西北欧完税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和信用证条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不同的港口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25,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位于芬兰、挪威、瑞典和法国的 Yara 工厂；安特卫普的巴斯夫；鲁昂的 G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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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关税:   俄罗斯支付 5.5%的关税，乌克兰免税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30 天和 6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具备氨接收设施的所有印度港口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2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东海湾地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8 年 8 月推出价格系列 
 
 
远东地区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按合同规定的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港口。三星精细化工，韩国南海。CPDC，台湾肥料公

司。南京 Trammo，湛江 Gemoil，漕泾 SECCO，中国巴斯夫和拜耳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40,000 吨 
时间: 出货时告知交货 
消费市场： 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东南亚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按合同规定的信用证，现货交易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25,000 吨 
消费市场： 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墨西哥湾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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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地点： 从坦帕到德克萨斯的美国海湾。坦帕佛罗里达，帕斯卡古拉 MS，密西西比河，

德克萨斯海岸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2,000-35,000 吨 
时间： 6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黑海，波罗的海，中东地区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6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坦帕 
等级: 无水氨(82%的氮)作为完全冷冻的液体在-33°C(-28°F)储存和运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坦帕 
类型： 现货或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2,000-4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黑海，波罗的海，中东地区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二铵 FOB  
美国墨西哥湾/坦帕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所有坦帕码头，帕斯卡古拉和新奥尔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至少 6,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拉丁美洲，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沙特阿拉伯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Ras Al-Khair，沙特阿拉伯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50,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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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泰国、东/南非、伊拉克、美国和巴西/阿根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1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黑海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波罗的海的 Muuga，黑海的 Novorosyssk，巴伦支海的 Murmansk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西北部和东部，包括土耳其、美洲和印度 
主要供应来源： EuroChem(俄罗斯/立陶宛)和 PhosAgro(俄罗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1 年 9 月推出价格系列 
 
摩洛哥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珠尔夫来斯菲尔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5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全世界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突尼斯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GCT 销售从加贝斯，突尼斯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1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南欧、土耳其、孟加拉国和美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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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广西防城(云天化)、北海(磷化集团-瓮福)、广东湛江(磷化集团-开磷)、江苏南京

/长江(宜化)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60,000 吨 
时间： 6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次大陆，越南，拉丁美洲和日本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墨西哥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拉差罗卡迪纳斯，墨西哥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巴西、阿根廷、智利、中美洲、澳大利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约旦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Aqaba，约旦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美国和土耳其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澳大利亚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汤斯维尔，澳大利亚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基斯坦、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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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驳船从美国墨西哥湾周围的工厂装载货物，并从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沿岸

卸货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500 短吨驳船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沿密西西比河水系和墨西哥湾地区的内陆卸货点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通常从城市仓库装载的卡车/轨道车，以及从俄亥俄河卸货的驳船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汽运）或者 100 短吨（火运）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产品从美国的工厂运到，并通过铁路和驳船从离岸进口到该地区各地的仓库。

涵盖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双城)，爱荷

华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零售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5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8 月在俄克拉何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仓库和河流码头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从美国的工厂通过驳船运抵整个地区的仓库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双子城 
等级: 1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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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货车/轨道车通常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罗斯蒙特地区的仓库装

载货物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或 100 短吨（轨道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配送给农业零售商，主要服务于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但也通过铁路运输到更

远的市场，包括达科他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5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二铵 - CPT 袋装  
中国 批发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CPT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或经销商提供信用证 
包装： 袋装 
装货地点： 经销商/批发商仓库 
类型： 在购买季节之前或期间下的订单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50 吨或更多 
时间： 1-2 天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东北，西北和华北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磷酸二铵 - CFR  
印度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印度所有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Mosaic/美国、Mosaic/沙特阿拉伯、JPMC/约旦、YTH/ YUC/中国、Sabic/沙特;马

'aden /沙特阿拉伯;凯琳/中国，多家贸易商/中国，OCP/摩洛哥，PhosAgro/俄罗

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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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等级: DAP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卡拉奇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4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Quantum/澳大利亚，OCP/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阿根廷乌拉圭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阿根廷的圣尼古拉斯和巴伊亚布兰卡，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 
类型： 月度现货采购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摩洛哥，美国和俄罗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0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二铵 EXW  
中国 
等级: DAP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工厂交货 – 生产厂的货车或轨道车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等经销商出售后结算 
包装： 袋装 
装货地点： 生产商的工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至少 1,000 吨 
时间： 1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要生产者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内主要市场在中国东北、西北和北方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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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铵 FCA  
泰尔纳曾/根特  
等级: 18-46-0 
国际贸易术语:  FCA 工厂交货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付款、CAD 或 LC，9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北部港口出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 - 5,000 吨 
时间： 3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立陶宛、俄罗斯、摩洛哥和突尼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一铵 FOB  
美国墨西哥湾/坦帕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仅有散装 
装货地点： 所有坦帕码头和新奥尔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至少 6,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波罗的海/黑海 
等级: 11-52-0 和 12-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uuga, Novorosyssk, Murmansk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西北欧和东欧包括土耳其，美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1 年 9 月 27 日推出价格系列 
 
摩洛哥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珠尔夫来斯菲尔，摩洛哥 



 

CRU Prices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 FERTILIZER WEEK  Page 50 of 79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西、阿根廷、美国和澳大利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驳船从美国海湾附近的工厂装载货物，并从新奥尔良卸货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500 短吨驳船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美国沿密西西比河水系和墨西哥湾地区的内陆卸货点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河流码头和内陆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和 100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产品由美国和加拿大的生产商通过驳船或铁路抵达该地区，或由海外工厂从美

国墨西哥湾和东海岸港口运抵 
消费市场                                                    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双城)、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

纳州和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威斯康星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平原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州、德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南部的河流码头和内陆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产品是从北美工厂运来的，或者是经美国墨西哥湾从国外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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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墨西哥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拉萨罗卡德纳斯，墨西哥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澳大利亚、美国、巴西、阿根廷、中美洲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沙特阿拉伯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Ras Al-Khair，沙特阿拉伯 
类型： 月度现货销售，经常是以公式定价为基础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 – 50,000 吨 
时间： 6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西、美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11-44  
等级: 11-44-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广西防城(云天化)、广西北海(瓮福)、广东湛江(开磷)、江苏南京/长江(宜化)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40,000 吨 
时间： 6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西，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名义上的评估： 月度评估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磷酸一铵 CFR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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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11-52-0 和 12-52-0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阿根廷的圣尼古拉斯和巴伊亚布兰卡，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美国和俄罗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等级: 11-52-0 和 12-52-0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里约热内卢格兰德，阿拉图，桑托斯，维多利亚和伊塔基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11-44  
等级: 11-44-0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里约热内卢格兰德，阿拉图，桑托斯，维多利亚和伊塔基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 YTH, Kailin (GPCA), Wengfu, Yihua 和 New Yangfeng，直接进口或通过贸易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一铵 DEL 
加拿大西部 
等级: 11-52-0 
国际贸易术语:  DEL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 
类型： 现货 
货币: 加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至少 2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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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Mosaic, OCP, EuroChem, PhosAgro, ADM, Koch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一铵 EXW 
中国 11-44-0  
等级: 11-44-0 粉状 
国际贸易术语:  工厂交货 – 生产商工厂货车或火车车厢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买家（复合肥生产商）销售完产品后结算，根据当时国内市场供需状

况而定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工厂 
类型： 现货 MOVE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 吨 
时间： 1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各地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TSP FOB  
摩洛哥 
等级: 颗粒 0-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珠尔夫来斯菲尔，萨菲，摩洛哥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孟加拉国、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突尼斯 
等级: 颗粒 0-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加布,突尼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孟加拉国、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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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等级: 颗粒 0-4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防城港和湛江港 
主要供货商                                               云天化，贵州开磷或者直接通过供货商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6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西，伊朗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名义评估： 月度评估 
背景资料： 2008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重过磷酸钙 FCA  
比荷卢经济联盟 
等级: 颗粒 0-46-0 
国际贸易术语:  FCA 出库 
信用/付款条件: 即期支付 CAD 或 LC，最多 9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根特出库，安特卫普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报价但通常以欧元成交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 – 10,000 吨 
时间： 3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摩洛哥，以色列和突尼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重过磷酸钙 CFR  
巴西 
等级: 颗粒 TSP 0-46-0 但 0-44-0 也有所增加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典型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西的主要港口包括巴拉那瓜、里奥格兰德、Itaqui 和桑托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摩洛哥的 OCP，以色列的 ICL，中国的 YUC，突尼斯的 GCT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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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 FOB  
北非 100% P2O5  
等级: MGA 100% P2O5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和 30 天信用证，根据目的地而定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珠尔夫来斯菲尔和摩洛哥萨菲和加布,突尼斯 
类型： 季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欧洲和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酸 CFR  
巴西 100% P2O5  
等级: MGA 100% P2O5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里约热内卢格兰德，阿拉图，桑托斯，维多利亚和伊塔基 
类型： 季度合同以及季度内的现货成交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1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美国的 Nutrien，摩洛哥的 OCP，以色列的 ICL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 30 天 100% P2O5  
等级: MGA 100% P2O5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3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Kandla, Paradip, Visag, Kakinada, Goa, Mangalore, Sikka, JNPT, Cochin 和 Haldia 
类型： 季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18,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OCP/摩洛哥，GCT/突尼斯，JPMC/约旦，Foskor/南非，ICS/塞内加尔，Nutrien/

美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西北欧 100% P2O5  
等级: MGA 100% P2O5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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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地点： 鹿特丹、荷兰、法国的南特、蒙特瓦尔和圣马洛 
类型： 季度合同以及季度内的现货成交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1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OCP/摩洛哥，GCT/突尼斯和 Foskor/南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87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西北欧 100% P2O5 (非食品级) 
等级: MGA 100% P2O5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鹿特丹、荷兰、法国的南特、蒙特瓦尔和圣马洛 
类型： 季度合同以及季度内的现货成交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1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OCP, GCT, Foskor, ICL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磷矿石 FOB  
摩洛哥 (68-72% BPL)  
等级: 68-72%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类型： 季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5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美国和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4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阿尔及利亚 (63-66% BPL)  
等级: 63-66%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阿纳巴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5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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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7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约旦 (66-72% BPL)  
等级: 66-72%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亚咯巴 
类型： 季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8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印度尼西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约旦 (73-75% BPL)  
等级: 73-75%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亚咯巴 
类型： 季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5,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俄罗斯 (78-87% BPL) 
等级: 78-87%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摩尔曼斯克 
类型： 季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5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白俄罗斯、比利时、挪威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埃及 (60-68% BPL)  
等级: 60-68%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红海和地中海港口包括 Hamrawein，萨法加和亚历山大 
类型： 现货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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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5,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秘鲁 (63-68% BPL)  
等级: 63-68% BPL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贝奥瓦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5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美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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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矿石- CFR  
印度 (71-80% BPL)  
等级: 71-80% BPL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印度西海岸和东海岸的港口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60,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JPMC/约旦，OCP/摩洛哥，多哥和三井/秘鲁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 (65-70% BPL)  
等级: 65-70% BPL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印度西海岸和东海岸的港口 
类型： 现货和季度/六个月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5,000 吨 
时间： 9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埃及，约旦，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0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过磷酸钙 – CFR  
巴西 18-20% P2O5  
等级: 18-20% P2O5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和巴西其它主要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 – 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埃及，以色列，西班牙，突尼斯和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过磷酸钙 - CPT  
巴西内陆 18-20% P2O5  
等级: 18-20% P2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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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术语:  CPT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尤多诺波利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国内供应商包括 Copebras/Anglo American、Galvani、Fospar、Itafos ADM、

Mosaic 和 Heringer，以及从 ICL 和埃及进口的供应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复合肥 FOB  
波罗的海 16-16-16  
等级: 16-16-16，氧化钾含量来自于氯化钾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uuga, Murmansk 和 Klaipeda 来自 Acron 和 PhosAgro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6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巴西、中国和泰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6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15-15-15  
等级: NPK 15-15-15，氧化钾含量来自于氯化钾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uuga, Murmansk 和 Klaipeda 来自 Acron 和 PhosAgro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巴西、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10-26-26  
等级: NPK 10-26-26，氧化钾含量来自于氯化钾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uuga，摩尔曼斯克，Klaipeda 和 Yuzhnyy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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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和欧洲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摩洛哥 19-38-0-7  
等级: 19-38-0-7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摩洛哥珠尔夫来斯菲尔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埃塞俄比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摩洛哥 12-46-0-7  
等级: 12-46-0-7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摩洛哥珠尔夫来斯菲尔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20,000 吨组合货物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西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摩洛哥 15-15-15  
等级: 15-15-15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摩洛哥珠尔夫来斯菲尔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巴西、西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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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 - CFR  
中国 16-16-16  
等级: 16-16-16，氧化钾含量来自于氯化钾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来自 Acron 和 PhosAgro 的 Muuga, Murmansk, Klaipeda 和 Yuzhnyy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欧洲、巴西、西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名义评估： 月度评估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东南亚 16-16-16  
等级: 16-16-16，氧化钾含量来自于氯化钾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uuga，摩尔曼斯克，Klaipeda 和 Yuzhnyy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 10-26-26  
等级: 10-26-26，氧化钾含量来自于氯化钾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Muuga, Klaipeda 和 Yuzhnyy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12-46-0-7  
等级: 12-46-0-7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里约热内卢格兰德，阿拉图，桑托斯，维多利亚和伊塔基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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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OCP/摩洛哥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西非 15-15-15  
等级: NPK 15-15-15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达喀尔、阿比让、拉各斯和佩梅。尼日利亚于 2019 年暂停进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OCP/摩洛哥，Yara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 20-20-0-13  
等级: NPS 20-20-0-13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印度尼西亚，Muuga，摩尔曼斯克，Klaipeda 和 Yuzhnyy 
类型： 现货和通过公式定价的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6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复合肥 - EXW  
中国 15-15-15 S  
等级: 15-15-15 硫酸钾型为基础 
国际贸易术语:  工厂交货-生产工厂的货车或火车车厢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经销商销售后结算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生产商工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至少 1,000 吨 
时间： 1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各地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名义评估： 月度评估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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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5-15-15 CL  
等级: 15-15-15 氯基 
国际贸易术语:  工厂交货-生产工厂的货车或火车车厢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或经销商销售后结算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生产商工厂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 吨或更多 
时间： 1 周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各地施肥地区，氯化物肥料不在新疆销售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名义评估： 月度评估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标准氯化钾 FOB  
氯化钾 – FOB 散装 
温哥华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没有 FOB 销售，全部以 CFR 成交（价格是基于主要消费市场公布的运费率和已

交付 CFR 价格的倒推)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温哥华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萨斯喀彻温省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消费市场： 印度、中国、东南亚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约旦/以色列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没有 FOB 销售，全部以 CFR 成交（价格是基于主要消费市场公布的运费率和已

交付 CFR 价格的倒推)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以色列的埃拉特和红海沿岸的约旦亚喀巴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中国、东南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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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没有 FOB 销售，全部以 CFR 成交（价格是基于主要消费市场公布的运费率和已

交付 CFR 价格的倒推)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俄罗斯圣彼得堡和立陶宛克莱佩达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中国、东南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标准氯化钾 FCA  
中国港口 批发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FCA 出货港仓库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 
包装： 50 公斤/袋（散装装船，港口包装） 
装货或交货地点： 青岛、连云港、湛江、赤湾、防城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至少 50 吨 
时间： 1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化化肥和 CNAMPGC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1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标准氯化钾 CFR  
中国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LC 
包装： 散装 
装货或交货地点： 青岛、连云港、湛江、赤湾、防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0 – 60,000 吨 
时间： 180 天远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白俄罗斯，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约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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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关税:   1%进口关税 
名义评估： 一般是年度评估，签订协议时评估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年 
 
印度 180 天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18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东西海岸的各种港口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0 – 60,000 吨 
时间： 180 天远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白俄罗斯，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约旦，德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东南亚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各个港口，偶尔也有船到越南和泰国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白俄罗斯，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约旦，德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标准氯化钾 CIF 
西北欧现货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 (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CIF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欧洲西北港口 
类型： 现货，月度和季度合同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船舶、轨道车和卡车 
时间： 30 天即期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约旦和以色列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2 年 8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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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氯化钾 DAP  
中国/俄罗斯边贸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2%。公式 KCI(氯化钾)。尺寸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DAP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货到付款、LC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满洲里(内蒙古)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63 吨轨道车和 1,500 – 2,500 吨火车 
时间： 1 个月内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西部地区 
税率/关税:   1%进口关税 
名义评估： 通常月度评估 
背景资料： 2011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氯化钾大颗粒 FOB  
温哥华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大颗粒 MOP，主要在 1mm 以

上，小于 3.35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没有 FOB，全部以 CFR 成交（价格是基于主要消费市场公布的运费率和已交付

CFR 价格的倒推)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温哥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萨斯喀彻温省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消费市场： 巴西和东南亚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大颗粒 MOP，主要在 1mm 以

上，小于 3.35mm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没有 FOB，全部以 CFR 成交（价格是基于主要消费市场公布的运费率和已交付

CFR 价格的倒推)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俄罗斯圣彼得堡和立陶宛克莱佩达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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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消费市场： 巴西和东南亚 
背景资料： 2006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新奥尔良 驳船 
等级: 大颗粒 0-0-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在密西西比河码头卸货的进口货物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1,500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中西部 
等级: 大颗粒 0-0-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河流码头和内陆仓库主要分布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威斯康

星州、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产品从生产商的仓库和独立分销商销售给零售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0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南部 
等级: 大颗粒 0-0-60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梅森-狄克逊以南和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河流码头和内陆仓库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短吨 
规格: 25 短吨货车和 100 短吨轨道车 
时间： 2 周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产品从生产商的仓库和独立分销商销售给零售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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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1998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氯化钾大颗粒 CFR  
巴西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大颗粒 MOP，主要在 1mm 以

上，小于 3.35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多个港口包括巴拉那瓜，桑托斯和里约热内卢格兰德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白俄罗斯，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德国和约旦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7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东南亚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大颗粒 MOP，主要在 1mm 以

上，小于 3.35mm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泰国和越南的港口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白俄罗斯，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德国以及约旦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氯化钾大颗粒 CIF  
西北欧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公式 KCI(氯化钾)。大颗粒 MOP，主要在 1mm 以

上，小于 3.35mm 
国际贸易术语:  CIF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西北欧港口 
类型： 现货，月度和季度合同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货船、轨道车和货车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约旦和以色列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7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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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钾 FCA  
西北欧 
等级: 氧化钾含量(K2O)不低于 60%。全部氯化物（如 CI） 重量最大 2.5%。公式

K2SO4(碳酸钾的硫酸盐)。原材料主要小于 1.7mm，大于 0.25mm 
国际贸易术语:  FCA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德国的许多地方 
类型： 现货，月度和季度合同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 吨或更多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德国，比利时和埃及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1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硫酸钾 FOB 
远东地区 
等级: 氧化钾含量至少 50%。不包括可溶性产品。总氯化物(如 Cl)最大重量为 2%。公

式 K2SO4(硫酸钾)。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或 LC 
包装： 散装和集装箱 
装货地点： 主要是中国山东省的烟台和青岛，以及中国台湾。有时从天津和辽宁的鲅鱼圈

发货。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散装，通常是 20-40,000 吨，集装箱（最少 1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国（包括台湾） 
定价： 反映主要供应商 SESODA(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贸易商的现货销售情

况。评估海外市场 CFR 销售的基础指标和 FOB 基础上实际报告的销售价格。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名义评估： 实盘和报盘在没有新业务时使用。一般按月评估 
背景资料： 2020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月 
 

硫磺 FOB  
美国墨西哥湾现货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美国墨西哥湾港口，如博蒙特和科珀斯克里斯蒂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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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 巴西、摩洛哥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7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温哥华 – 现货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温哥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50,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巴西和南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6 年 8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现货 
等级: 颗粒和碎块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Ruwais, Shuiaiba, Ras Laffan 和 Jubail 
主要供货来源                                           UAE, Kuwait, Qatar 和 Saudi Arabia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印度和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3 年 6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东地区 季度合同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Ruwais, Shuaiba 
主要供货来源                                           UAE, Kuwait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35,000 吨 
时间： 季度合同 
消费市场： 中国和北非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Adnoc 月度合同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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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Ruwais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35,000 吨 
消费市场： 印度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3 年 6 月推出价格系列 
 
Muntajat QSP 月度合同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拉斯拉凡 
类型： 月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3 年 8 月推出价格系列 
 
KPC KSP 月度合同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舒艾巴港 
类型： 月度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5,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9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波罗的海 
等级: 颗粒和碎块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乌斯特 
类型： 现货和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北非、巴西和地中海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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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 EXW  
中国  
等级: 颗粒和碎块 
国际贸易术语:  EXW 
信用/付款条件: 预付款，现款支付或赊销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生产商工厂 
类型： 现货销售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 吨或更多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主要由中石化(Sinopec)和中石油(Petrochina)旗下的炼油厂，以及中石化(Sinopec)

旗下的普光天然气炼油厂供应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硫磺 FCA  
中国港口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FCA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或短期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南通、青岛和防城 
类型： 现货 
货币: 人民币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 – 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硫磺 CFR  
中国  
等级: 颗粒和碎块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南通、青岛和防城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6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温哥华和中东的生产商，黑海的碎块，台湾的福尔摩沙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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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中东地区除外 
等级: 颗粒和碎块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Paradip, Cochin, Vizag 和 Dharatmar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东，伊朗，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尼西亚 
等级: 颗粒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Morowali 或 Obi 岛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5,000 – 5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货来源： 中东地区包括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北非 季度合约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摩洛哥珠尔夫来斯菲尔和突尼斯加布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3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GCT/突尼斯和 OCP/摩洛哥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1 月推出价格系列 
 
地中海 (不包括当地合同)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加布,突尼斯;约旦亚喀巴;以色列的阿什杜德和埃及的阿布·基尔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 – 10,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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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意大利，西班牙，利比亚，希腊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7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等级: 颗粒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里约热内卢格兰德和桑托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30,000 – 4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中东，巴西和加拿大的生产商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0 年 2 月推出价格系列 
 

液体硫磺 FOB  
美国坦帕季度合同 
等级: 熔化的/液体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委内瑞拉，德克萨斯州(跨墨西哥湾驳船)，墨西哥和中东地区。轨道车主要来自

加拿大西部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长吨 
规格: 10,00 – 20,000 吨货船，100 短吨轨道车 
时间： 90 天内远期交货 
消费市场： 坦帕，美国墨西哥湾，佛罗里达中部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1993 年 3 月推出价格系列 
 

液体硫磺 CPT  
西北欧货运季度合同 
等级: 熔化的/液体 
国际贸易术语:  CPT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贯穿西北欧，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3 吨至 25 吨货车 
时间： 90 天内远期交货 
消费市场： 西北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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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2002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液体硫磺 CFR  
比荷卢 驳船/轨道车 季度合同 
等级: 熔化的/液体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交货地点： 比荷卢地区 
类型： 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500-2,000 吨驳船，25 吨轨道车 
消费市场： 比荷卢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硫酸 FOB  
西北欧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30 天信用证 
装货地点： 汉堡，鹿特丹，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巴西、美国墨西哥湾和智利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2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日本/韩国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类型： 现货/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中国，智利，东南亚和印度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2 年 7 月推出价格系列 
 
中国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FOB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包装： 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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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现货/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0,000-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智利，摩洛哥和东南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21 年 5 月推出价格系列 
频次： 每周 
 

硫酸 CFR  
西北欧季度合约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30 天信用证 
包装： 散装 
装货地点： 主要的硫酸供应商，如 Aurubis 和 Boliden 
类型： CFR 
货币: 欧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消费市场： 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0 年 10 月推出价格系列 
 
土耳其 现货/合同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用证/即期付款/现款支付 
类型： 现货/合同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4,000-5,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供应来源： 保加利亚(经奥鲁比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0 年 6 月推出价格系列 
 
美国墨西哥湾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装货地点： 欧洲进入坦帕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至少 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欧洲和加拿大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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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巴拉那瓜，里约热内卢格兰德和桑托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2,000 - 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保加利亚，墨西哥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3 年 4 月推出价格系列 
 
印度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Paradip, Tuticorin, Vizag, Kakinada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18,000 - 2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日本、韩国和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15 年 11 月推出价格系列 
 
智利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梅希约内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日本、韩国和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智利 合同 
等级: 液体酸 98% 
国际贸易术语:  CFR 
信用/付款条件: 现款支付/即期付款 
交货地点： 梅希约内斯 
类型： 现货 
货币: 美元 
重量单位: 公吨 
规格: 20,000 - 30,000 吨 
时间： 30 天内立即交货  
主要供应来源： 日本、韩国和中国 
税率/关税:   按现行税率 
背景资料： 2008 年 12 月推出价格系列 
  



 

CRU Prices |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 FERTILIZER WEEK  Page 79 of 79 

专有名词缩写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的任何一种或几种运输方式： 

EXW – 工厂交货 

FCA – 货交承运人 

CPT – 运费付至 

CIP – 运费和保险费付至 

DAT – 运输终端交货 

DAP – 目的地交货 

DDP – 完税后交货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海运和内河运输规则： 

FAS – 船边交货 

FOB – 离岸价 

CFR – 成本加运费 

CIF – 到岸价 

 

使用国家缩写: 

 我们使用 ISO 3166 alpha-2 标准国家代码  

 

信贷/付款条件： 

 

LC -信用证 

CAD -凭单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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