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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肥料异军突起，中
化化肥公司也研发生产了自己
的功能性肥料——中化螯合
肥，该肥料由中化智胜与化肥
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魏可
镁院士小组共同研制开发。作
为一种集有机无机复合肥、微
肥于一体的功能肥料，中化螯
合肥富含中微量元素和腐植
酸，以改土培肥、壮根促果、锁
住养分、高效吸收的良好功效，
成为企业拳头产品。肥料是由
高浓度有机质与微量元素组成
的螯合剂，可降低作物生长过
程中某种营养元素间的拮抗作
用，并避免营养元素与土壤中
的酸碱离子反应沉淀失效；同
时，充分刺激农作物或植物对

大、中量元素的吸收，提高肥料
利用率，补充和改良土壤中的
有机质与微量元素成分，满足
植物生长需求。

提起中化螯合肥，中牟县蒜
农深有体会。在中牟县，大蒜是
当地许多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
一，大蒜收成的高低、质量的好
坏，直接影响着农户的经济效
益。而中化螯合肥的施用，成了
蒜农增产增收的保障，去年夏天
的大蒜高产大赛上，蒜农纷纷拿
出自己种植的大蒜参赛，产量
高、个头大、质量好，让蒜农的腰
包更鼓了。

新型肥料不缺概念缺推
广，农户需要好产品，更需要完
善的农化服务。中化化肥河南

分公司除了拳头产品螯合肥之
外，还拥有专业的农化服务团
队，在农忙季节奔走于田间地
头，帮助知道农户生产，解决种
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通
过完善的农化服务和田间试验
示范，帮助农民更合理、更有效
地施用化肥。

为了推广螯合肥等产品及活
动，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开展了

“前店万户螯行中原”活动、“背
包行动”等，除了农化服务车之
外，业务人员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内，放有“千店万户、螯行中原”
活动协议、“一喷三防”产品套餐
1～5套等，将产品推广、农化服
务、活动宣传等融为一体，可随
时随地向农户介绍。

化肥市场低迷已
久，2015 年行情会有
起色吗？年景将如
何？正值春耕用肥高
峰时节，4月14日，中
国硫酸工业协会和中
国磷复肥工业协会在
北京召开了2015年硫
及化肥市场研讨会。
会议认为，受制于国内
外市场需求增长乏力、
优惠政策淡出、成本上
涨以及环保压力升级，
今年化肥市场整体依
然难有大的改观，但部
分领域和品种渐显暖
意，整体运行情况可能
好于去年。

参加会议代表一致
认为，农业部制订了到
2020年化肥用量零增
长行动方案，预计今年
农用氮肥需求将保持稳
定或微幅增长。在工业
用肥方面，预计今年人
造板、火电烟气脱硫、车
用尿素等领域对尿素需
求量在1600万吨，同比
增加100万吨。

2 月开始国际尿
素价格一路下跌，目前
已低于中国离岸价。与
会的业内人士认为，国
际尿素价格已经基本探
底。从国内情况看，4
月份价格可能进一步下
滑，5月上旬可能跌破
1500元/吨。5月中下
旬后尿素价格可能开始
上调，后市总体比较看
好。究其原因，一是用
肥需求增长拉动，二是
气价、电价上调带来成
本上升，产生价格联动。

“从目前掌握的情
况来看，今年的磷肥市
场需求平稳。”中国硫
酸工业协会理事长齐
焉表示。她认为，虽然
国内磷肥出口政策放
宽，但国内磷肥用量很
难有大的增长，国际市
场竞争加剧、出口增长
有限，因此预计今年全
国磷肥产量略有增长，
而价格难有起色，行业
仍将在艰难中运行。

中国无机盐协会钾
盐（肥）分会常务副秘书
长亓昭英分析，今年我
国钾肥产能和产量还会
维持增长势头。其中氯
化钾产量保持在950万
吨左右，进口量600万～
700万吨，出口量将进一
步放大。上半年氯化钾
价格会有10%左右的涨
幅，300～350 美元/吨
的进口到岸价可能会
是今后几年氯化钾进
口的新常态。相比之
下，硫酸钾供过于求不
可避免，价格可能回落。

与会企业代表普遍
反映，目前化肥行业发
展的外部环境进一步趋
紧。比如，2月 25日，
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对
山东临沂市主要领导
进行约谈，出于环保压
力，当地多家复合肥厂
停产，何时复产待定。
此外，化肥恢复征收增
值税已是大势所趋，电
价、气价、运价等优惠
政策将逐步淡出，这都
给化肥行业带来不小的
压力。（中国化工报）

为了认真贯彻农业部
下发的《关于打击侵犯品种
权和制售假劣种子行为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和《河南
省打击侵犯品种权和制售
假劣种子行为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部署，从4月9日开
始，省种子管理站组织多个
督导组前往各地督导种子
市场管理工作。图为省种
子管理站副站长宋连启（右
一）在信阳市淮滨县查看水
稻种子。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
记者 孙志刚 摄

近期，整个农药市场虽仍维
持普遍低迷的行情，但其中也不
乏有一些产品已经启动回暖或者
有好转迹象。

吡虫啉价格止跌反弹
持续下跌已逾半年的吡虫啉

价格终于在近期企稳，并略有上
涨。此前价格为10.1万～10.2万
元/吨，目前为10.5万元/吨左右，
成交价则在10.3万～10.4万元。
吡虫啉成本价在 10 万元/吨左
右。

分析师杨淦认为，吡虫啉后

期走势还要看外贸形势，“一般来
说，吡虫啉价格每年到二三月份
就会启动上涨，目前企业一般都
已履行完前期淡储时的单子，因
此库存水平都比较低。从开工的
情况来看，行业整体开工率在
60%~70%，高于此前的 40%~
50%，这也是在为3~5月的旺季
做准备。”杨淦说。他还表示，啶
虫脒行情与吡虫啉基本一致，目
前同样已经止跌回暖。

阿维菌素货紧价涨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阿维菌

素为甲维盐上游产品，在阿维菌
素带动下，近期甲维盐价格亦从
900元/公斤涨到910～920元/公斤，
但不同于甲维盐，阿维菌素的行业
格局较好，主流生产企业少，因此厂
家对价格有较高的话语权。“这次涨
价便是和厂家控制产量有一定
关系。事实上，阿维菌素价格
从 2013 年 11 月起就开始上涨
了。”有分析人士称。

草甘膦行情有所好转
数据显示，从去年12月下旬

开始，草甘膦价格下跌幅度开始

收窄，并逐渐企稳，目前市场主流
报价集中在2.1万～2.2万元/吨。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草甘膦
生产企业的库存水平都比较高，
虽然下游下单开始增多，但需求
真正大起来的话还得再过 1个
月。

而草铵膦则是2014年为数
不多的行情较好的农药产品，受
需求日益旺盛、产能不足影响，预
计今年草铵膦将继续保持供应紧
张、价格高企的态势。

（赵欣）

今年春耕以来，国
内尿素行情走势呈现
频繁波动且各地涨跌
互现的局面。除了各
地区农业需求轮动以及
环保政策对工业需求的
影响外，还体现出尿素
厂商对行情的干预。从
坚挺报价到炒作利好，
可谓殚精竭虑。但尿素
作为商品，难逃市场规
律。行业供应过剩的老
大难问题，似乎一度被
工厂开工率下滑及集港
需求抵消，结果却是自

欺欺人。事实证明，即
使是年底备肥量不足的
东北市场，春耕启动带
来的也只是销售量上的
突破，价格则完全没有
利润空间可言，在华北
以及华东的外发尿素企
业看来，东北市场如鸡
肋一般，外发尿素转战
西南、华南地区。随着北
方行情失利，南方市场也
难寻利好。目前，国内华
北、华东地区尿素主流出
厂报价为1550～1600
元。 （农资导报网）

时下正是小麦种
子生产的关键时期，作
为小麦生产繁种用种
大省，河南省今年将对
小麦繁种基地进行
100%全覆盖检查，强
制报废不合格小麦种
子，严打种子品种假冒
侵权和制售假劣种子
等违法行为。

河南省种子管理
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河南省将对小麦种
子基地全覆盖摸底调
查，重点检查品种纯
度、杂草、病虫害等情
况。种子入库后抽样
检测发芽率、水分、净
度。在种子调运季节，

重点检查调运种子的
生产许可、去向和数
量。对不合格的小麦
种子进行强制报废，同
时清理不宜推广的种
子品种，吊销违法种子
企业生产经营证照。

同时，河南省加强
探索建立种子全程可
追溯管理，实现从制种
基地、种子市场到种子
销售的全方位监管。
鼓励种子经营门店对
经销品种登记备案并
挂牌明示，完善种子经
营档案，规范营销网
络，从源头上杜绝假劣
种子坑农害农，确保农
业生产安全。（新华网）

核心

满足农民多样化需求
功能性肥料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董豪杰

肥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物资，保持和提高地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国内局部地区肥料用量过高，肥
料品种结构不合理，科学施肥技术水平低，农产品质量与环境保护需求压力不断增大。面对农业现状，生态保护地将是农业发展不
可回避的长久命题，化肥的“减肥”已经迫在眉睫，“减肥养地”是肥料行业必须攻关的项目课题。

为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积极探索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农业部于
今年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传统肥料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还远不止产品的单一和过量施肥带来的负面效应，农业发展的多样化越来越需要与之相适应
的肥料产品。发展新型肥料，已成为行业共识。

什么是功能性肥料？作为
新型肥料的一种，功能性肥料
是指除了肥料具有植物营养和
培肥土壤的功能以外的特殊功
能的肥料。它应该是适合于特
定的土壤和作物，且不以特殊
功能为主要目的。功能性肥料
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分
类。因为是功能性肥料，所以
都是按照功能进行分类。有改
土型、保水型、促生型、除草型、
杀虫型、灭菌型等。除了有营
养植物的功能以外，另外所具
备的其他功能，都应该称为功
能性肥料。

功能性肥料具有改善水分
利用率、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
土壤结构、适应优良品种、防治
杂草以及抗病虫、抗倒伏等功
能。尤其是具有的抗倒伏功能、
以无机营养元素取代有机杀虫
（菌）剂、抗旱保水型等功能肥料
已成为中国肥料发展的热点。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所研究员白由路认为，功能
性肥料作为新型肥料的一部分，
发展趋势是以肥料养分形态多样
化、施肥方法简便化、肥料剂型颗
粒化为准则，营养作物、培肥土
壤、提高抗性、逆境生长、除草抗
病等功能会成为功能肥料发展的
方向。

去年7月12日，在山东烟台
召开的“第三届功能性肥料产业
发展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肥料专家、企业代表等就功能性
肥料的未来，认为作为新型肥料
的重要研究、发展方向之一，功
能性是将作物营养与其他限制作
物高产的因素相结合的肥料，可
以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农作物
增产效率。其研究和生产符合生
态肥料工艺学的要求和“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农业发展的要
求。其应用技术属于将农学、土
壤学、信息学、化学等多种学科
交叉提炼的先进性技术，是保证
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物资，是提
高地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物资基础。

“肥料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功能性肥料到底有没有市场，农
户最有发言权。随着土地流转的
进一步推进，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对肥料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种植差异化带来的需求多样
化，也对肥料企业提出了新要求。

适应农民需求，才能有生命
力。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
心节水处处长高祥照认为，农民
的需求就决定了未来几年功能性
肥料的研发也呈现多样化倾向，
能够确实解决农民需求的肥料，
市场前景必然广阔。

功能性肥料
成发展热点

满足多样化需求才能有市场

肥料产品好，推广也重要

需求上升 多种农药价格上扬

我省强制报废
不合格小麦种子

今年化肥年景
可能略有起色

春耕尿素跌势已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