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31
日，由湖北施沃特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办，确山县绿环合
作社、确山县晨阳农
资公司协办的“湖北
施沃特肥业 2016 年
春夏产品确山推介
会”在确山县金地大
酒店举行。来自驻马
店的 300 多名经销
商，现场签单订货
3700多吨。

相关链接湖北施沃特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地处湖北省北部，汉
水中游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襄阳。该公司投资1.5亿
元占地300多亩兴建了以生产
挤压颗粒和滚筒造粒为主的农
用复合肥生产线，年生产能力
50余万吨，设备采用了先进的
双冷技术，有效缓解了肥料板
结问题。

湖北施沃特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致
辞时介绍：湖北施沃特肥业有
限公司以专业的队伍，严谨的
管理，超卓的设备，将各种先
进造粒技术完美合璧，形成了
施沃特超凡脱俗的个性与风
格。该公司坚持用企业文化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
发展中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
象 ，并 于 2011 年 通 过 了
ISO9001-2008国际标准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获得“湖北知
名品牌”产品称号。

确山县新安店镇崔刚说，
湖北施沃特的复合肥他已经连
续用了三年，这个肥料比起一
些大品牌的复合肥一亩地投入

能减少三四十块，施到地里
后，前期苗肥苗壮，后期穗大
粒饱，增产效果十分明显。“自
用了施沃特的肥料后，我家的
小麦亩产由原来的八九百斤一
下提高到了1100多斤。”崔刚
笑呵呵地说。

今年60岁的段明坤是确
山县竹沟镇竹沟村的一个村级
化肥经销商，他告诉河南日报
农村版·农资快递记者，去年
秋季，他们村的农民在花生上
施用施沃特的肥料后，增产效
果非常明显，每亩地单产近
900斤。

“听说我今天来开订货会，
村里老少爷们都向我提前订
货，我们村段洼村民组90%的
村民表态，今年一定要我给他
们送施沃特的肥料，你看，我今
天带来了8万元的定金，准备和
公司最低签订一个100吨的供
货合同。”段明坤拍着鼓囊囊的
提包，信心十足地说。

“我们公司生产的肥料之
所以能够在农作物上产生这样
明显的生长和增产效果，主要
是我们在产品中科学添加了具

有改良土壤、提高肥效、刺激
作物生长、抗病功能及能增强
作物的抗逆性能的‘黄腐酸钾
’和能加快生长速度，打破休
眠，促进生长发育，防止落花
落果，改善产品品质，提高产
量，提高作物的抗病、抗虫、抗
旱、抗涝、抗寒、抗盐碱、抗倒
伏等抗逆能力的‘复硝酚钠’
两种元素的结果。”湖北施沃
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邵明清向河南日报农村版·
农资快递记者透露了他们肥料
的配方“秘密”。

湖北施沃特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场业务
经理杨杨说：“我们湖北施沃
特肥业有限公司始终把农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严把生产
质量关，坚决不让一袋不合
格的产品流入市场，凡使用
我公司产品的农户，公司定
期指派农技师跟踪服务，直
到农户丰产。我们针对不同
的市场，公司定点做测土配
方，生产适合当地适用的化
肥，提高肥料利用率，不让农
民多花冤枉钱。”

湖北施沃特春夏产品确山推介会
一举拿下订货合同3700吨

□本报记者 黄华

1.改良土壤 黄腐酸
钾能使土壤中的水稳性团
粒增加，改良土壤的水、肥、
气、热等条件，并可降低土
壤的盐碱度。

2.提高肥效 黄腐酸
钾能吸附交换活化土壤中很
多矿质元素，大大增加磷、
钙、镁等元素的有效性。

3.刺激作物生长 黄
腐酸钾中的多种官能团，可
以促进种子发芽，提高出苗

率和成苗率。此外，它还可
使作物发根快、生根多。

4.抗病功能 黄腐酸
钾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使有益微生物种群逐步发
展有为优势种群，抑制有害
病菌的生长，提高作物的抗
病能力。

5.能增强作物的抗逆
性 黄腐酸钾可以缓冲不
利生长条件对作物的影
响，增强作物的抗逆性。

黄腐酸钾的作用

复硝酚钠是一种强力
细胞复活剂，与植物接触后
能迅速渗透到植物体内，促
进细胞的原生质流动，提高
细胞活力。能加快生长速
度，打破休眠，促进生长发
育，防止落花落果，改善产品
品质，提高产量，提高作物的
抗病、抗虫、抗旱、抗涝、抗
寒、抗盐碱、抗倒伏等抗逆
能力。它广泛适用于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瓜果、蔬菜、
果树、油料作物及花卉等。
可在植物播种到收获期间
的任何时期使用，可用于种
子浸渍、苗床灌注、叶面喷
洒和花蕾撒布等。由于它
具有高效、低毒、无残留、适
用范围广、无副作用、使用
浓度范围宽等优点，已在世
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
应用。

复硝酚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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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郑州联合国绿色
植保产业园举办的“云植保新
生代创业营”大会，吸引了来自
中国农大、华南农大、四川农
大、河南科技大学等全国知名
农业院校的 200 余名师生参
加。自“云植保新生代创业营”
成立以来，已经有近万名大学
生参与。

“云植保新生代创业营”的
创立，源自王洲对农资行业的
深刻认识。他认为，农资行业
早已不是产品买卖那么简单，

应该包括在作物种植过程中的
全程解决方案，当然包括农化
服务。而目前的情况恰恰是，
价格战、“亲情”战、赊销战等成
了农资行业的主要竞争方式。
他创立的上海联保作物科技公
司专注打造的“云植保新生代
创业营”，立足业内实际问题，
以专业的农化服务，全面全程
服务农户。

此外，“云植保新生长创业
营”解决的另一个行业痛点是，
如何让大学生通过自主创业，

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更好更
快地进入和适应农资行业。王
洲介绍说，农业院校的大学生，
虽然掌握了许多专业知识，但
是重教育、轻实践也导致其对
不同类别的农资产品了解较
少，对农民种植习惯、常见问题
等难以把握，也就导致了踏入
农资市场时“两眼一抹黑”。

“‘云植保新生代创业营’，就是
要为在校大学生迈入农资行业
搭建起创业实践大平台。”王洲
说。

云植保新生代创业营
让大学生未出校门先“入行”

□本报记者 董豪杰 文/图

一方面，在竞争渐
趋白热化的农资市场，
建立专业的农化服务
团队越来越重要和紧
迫。另一方面，众多农
业院校的毕业生，往往
因为缺少实践经验，难
以适应农资企业的需
求。企业诉求和学生
素养的不对称，正成为
农资行业的“痛点”。

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在农资圈“摸爬滚
打”20余年的王洲，有
着自己的想法，他所创
立的上海联保作物科技
公司正在致力于打造专
为农业院校学生设计的
“云植保新生代创业
营”，架起了市场和院校
之间的桥梁，让大学生
未出校门先“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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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红火的“互联
网＋”早已进入农资行业，
农资企业与互联网的各种
融合模式不断创建，然而
热闹的背后，王洲有自己
的考虑，农资这一传统行
业，正利用互联网带来的
机会，大踏步前进，互联网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关键
看怎么用。他认为，在互
联网的大背景下，农资企
业更应该关注服务。

目前，上海联保作物
科技公司凭借行业领先
的研发生产水平、成熟的
线上交易服务模式、专业
的线下服务团队等优势，
迅速在国内各地布局。
同时，该公司积极响应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号召，着力打造现代农业
服务平台——“云植保”，

为全国各农业院校在校
大学生搭建起了创业、创
新的平台。

在产业前端，“云植
保”平台围绕种好田地，
提供种、肥、药、机械、栽
培技术五良结合高效协
同的作物整体解决方案，
为农户提供线上线下无
缝连接的高效服务。在
产业中端，“云植保”平
台提供农产品专业咨询
服务，促进品质改良，使
农产品更加适应市场的
需求。在产业后端，“云
植保”平台围绕产品交
易，以安全、生鲜、特色、
平价为核心，在质量追溯
体系的全程监控下，为优
质农产品提供交易服务，
让产品直面企业和消费
者，实现收益最大化。

自从“云植保新生代创业
营”推出以来，已经有近万名来
自全国各地农业院校的大学生
参与，每至一校，必然引起强烈

反响。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创
业团队负责人介绍说，对于在
校大学生来说，“云植保新生代
创业营”所提供的，是真正在市

场上锻炼自己的机会。
王洲介绍说，加入“云植保

新生长创业营”，大学生可以
利用寒暑假闲暇时间，为家

解决痛点 让平台“聚人气”A

搭建平台 让学生“接地气”B

行业领先 让创业“有底气”C
云植保新生代创业营吸引众多涉农院校学生参与

乡农户提供从种田到销
售的全程服务。各地农
户将种植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通过创业营的大
学生反馈给“云植保”平
台，能及时得到“一对
一”的专业解答。而参
与的大学生，既可以得
到真正参与市场实践的
机会，也可以通过努力
获得“云植保”平台提供
的奖学金和实习资助等

支持，进一步改变高校
学生创业缺少平台、项
目和实践，导致创业难
的现状。

除此之外，“云植保新
生代创业营”还为参与的
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创业
指导，包括专业培训、操作
指导、经验交流等。在“云
植保”平台的支持和服务
下，让大学生成为现代农
业发展的“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