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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关注

一周速览

春节后尿素价格上扬

市场风向

□本报记者 李林山 何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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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万庄

1 农村供给侧改革
应着重解决物流问题

阅读提示

在2015年11月10日
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
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
续增长动力。一时间“供给
侧改革”成为热词。

到底啥是供给侧改革？
简单来说目前我国的消费动
力提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
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通
过供给侧的改革来达到解决
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消化过
剩产能、发展服务业的目的。

河南万庄农资集团是一
家集化肥生产、农资电商及
物流仓储等业务于一体的现
代化农资集团，一直致力于
解决农村供需不匹配而导致
的种种问题。河南万庄农资
集团董事长赵慧清说：“农村
的供需矛盾比城市更为严
重，河南万庄农资集团提出
了通过建立农村物流干线网
和化肥C2F定制化生产来
解决这些问题。” 2 农村物流干线网破解农村商品供给难题

3 化肥生产供给面临诸多问题

万庄园

农资电子交易平台

河南万庄

农资集团官网

扫一扫

4 C2F定制化生产化解化肥供需矛盾

农村供给侧改革的先行者

位于汤阴县的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区，两座单体5万平方米的标准仓库已经落成，这两座仓库是目前河南省单体最大的仓库，也是省内最先

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标准仓库。

赵慧清说：“化肥供需不匹配有着根源

性的因素，就是化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与农业生产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之间的矛

盾。”

通过化肥的C2F定制化生产则能很好

解决这个矛盾，通过C2F生产运营中心建

于物流园区和分拨中心内，通过小型化的

设备生产出适合单位面积内土地使用的化

肥，再通过农村物流干线网一站式运送到

使用者手里。

赵慧清介绍，位于汤阴县的万庄安阳

物流园区占地800亩的C2F生产运营中心

也已经规划完毕，预计2017年可投入使

用，该中心规划建设10万平方米的原材料

仓库、10万平方米的生产加工厂房和5万

平方米的产品仓库，以及铁路专用线、办公

及质检化验中心，另有订单处理系统、土壤

分析系统、质检化验系统、VMI仓储管理系

统等软件设施。此外，在万庄的五个物流

园区也都将配套一个生产规模为30万吨

C2F运营中心。

河南万庄农资集团C2F定制化生产的

理念，能够解决化肥需求侧需要符合土壤

特性的化肥产品和供给侧大规模的化肥工

业化生产模式无法解决的矛盾，有助于解

决化肥供需矛盾，转型升级化肥产业，提高

化肥的利用率。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给农

村电商再次派发了政策“红包”，频

获扶持的农村电商将迎来新机遇。

今年“一号文件”对农村电商

再次着墨，把农村电商放在加强农

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板块中

来写；同时，整个农产品流通设施

和市场建设板块是放在推进农村

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

增长这个大节来写。

作为一种新型的流通业态，近

年来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但让

养在“深闺”的农产品借助电商平台

更快地进入各地消费者视野，同时

也解决了不少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卖

难问题，有效增加了贫困户收入，还

吸引了大批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农村电商在推动农业升级、农

村发展、农民增收方面的优势逐步

显现，不过配送、标准化、冷链设施

不完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仍然落

后等仍是农村电商“成长的烦

恼”。继2015年“一号文件”提出

“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2016年

“一号文件”则提出“加强农产品流

通设施和市场建设”。

今年的“一号文件”重点强调

了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支

撑，提出完善跨区域农产品冷链物

流体系，开展冷链标准化示范，实

施特色农产品产区预冷工程。加

快实现行政村宽带全覆盖，创新电

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推进农村互

联网提速降费。实施“快递下乡”

工程。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电商发

展的农产品质量分级、采后处理、

包装配送等标准体系。

今年的“一号文件”注意到当

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主要因素包

括：仓储物流、农产品分级、采后处

理、包装配送等因素。“一号文件”

对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建设的强

调，一方面体现了政策方对形成线

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和农资、

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的关切；另一

方面，也折射了政策理念：政策支

持农村电商的发展重点要放在为

市场提供一些基础性、行业性的公

共产品，解决一些市场解决不了或

解决不划算的关键问题。

“一号文件”同时注重培育多

元化的农村电商市场主体，提出加

强商贸流通、供销、邮政等系统物

流服务网络和设施建设与衔接，加

快完善县乡村物流体系。鼓励大

型电商平台企业开展农村电商服

务，支持地方和行业健全农村电商

服务体系。 据新华社电

春节过后，尿素行情逐渐走

强，尿素厂家走货顺畅，下游备肥

积极，局部地区主流出厂报价已反

弹40元每吨左右。

尿素市场止跌企稳的主要原

因是2～3月份局部地区的冬小麦

和马铃薯用肥启动所致。春节过

后，随着物流的逐渐恢复，厂家发

货正常，新单明显增加，而下游需

求量逐渐增加，山东、河南、河北等

地尿素价格每吨上涨近40元，目

前这些地区主流出厂报价每吨在

1250～1340元。

虽春节之后复合肥厂开工率

仍在低位，对原料尿素的采购量未

有大幅明显增加，部分厂家在春节

之前已采购部分尿素原料，目前氮

素原料较充足，复合肥厂对原料的

采购仍较谨慎。

综合来看，春节之后尿素市场

的小幅反弹是农需市场起主导，在

工业和国际市场的加持下形成的

小波行情，但不应忽视的是随着农

需备肥旺季的结束，农需订单逐渐

减少，工业订单逐渐增多，但在行

情不佳的情况下复合肥厂仍会努

力压低原料采购价格，而目前尿素

整体开工率仍在高位，届时尿素价

格或将有所持稳或者小幅下探。

（中国化肥网）

●日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预计为20.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27%。2015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

额 为 3.8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为32424亿元，同比增长31.6%，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8%。

商务部指出，近年来，我国电

子商务持续保持快速发展，对生

产、流通、消费乃至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变革性影响；不仅为中小企业

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而

且在促进就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全球贸易便利化等方面

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 据国家海关统计数据，

2015年我国共出口各种肥料累计

3555万吨，同比增长20%，出口量

创历史新高。其中，磷酸二铵出口

802万吨，同比增长64.3%;磷酸一

铵 出 口 27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0.2%;硫酸铵出口525万吨，同比

增长26.4%;肥 料用氯化铵出口

98万吨，同比增长74%;氮磷二元

肥出口86万吨，同比增长10.9%;

硫酸钾出口 7.7 万吨，同比增长

23.4%。

2015年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

高增长态势，主要原因有两点，一

是由于2015年取消了淡旺季出口

关税制度，全年出口采用统一关

税；二是由于国内化肥产量在不断

增加，而国内需求有限，许多企业

都加大了出口力度。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调查

的 2016 年 1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47.7%，较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

各分项指数中，除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延伸业

务量指数出现回升外，其余指数均

有不同程度的回落。由21类商品

组成的2016年1月期末库存指数

为47.6%，较上月回落3.2个百分

点。分品种来看，食品、日用品、机

械设备、服装等商品期末库存指数

回升幅度较大，煤炭、有色、建材、

钢材等商品期末库存指数回落明

显。 （何难文芳辑）

农村电商再获政策“红包”

从去年开始农村电商越来越火，京东、

阿里等电商巨头纷纷布局农村市场。农村

物流落后的现状成为农村电商最大的短板，

没有现代化的物流支撑，电商几乎不可能在

农村发展壮大，作为农村消费品的供给方，

必须要解决物流问题。

赵慧清说：“农村有点多、线长、面广的

特点，而目前的农村物流十分落后，远远无

法满足需求。不解决物流的问题，就是有再

好的产品也白搭。”

农村消费品分为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

生活资料。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等农资是

农村消费者首先需要购买的商品，其次才是

油盐酱醋这样的生活资料。赵慧清认为，解

决农村物流难题可以从农资入手，只要农资

能送到的地方，其他农村生活资料的物流配

送也不再是个难题。

河南万庄农资集团提出建立农村物流

干线网来解决农村的物流难题。赵慧清说：

“前期先以农业生产资料的分拨配送为主，

成熟之后发展农村生活资料等产品的配送，

最终形成新型的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彻底

解决农村物流难题。”

目前河南万庄农资集团正在全省布局

物流园区，计划在三年内建成五个物流园区

和区域分拨中心。其中郑州物流园区位于

郑州航空港区内，拥有通用仓库4.6万平方

米、租用周边仓库5万平方米。位于汤阴的

安阳物流园区一期工程已经建成，共10万

平方米，为目前我省单体面积最大、标准最

高、管理最先进的物流园区。安阳公铁物流

园区也规划完毕，铁路专用线开工在即。

围绕这五个物流园区和区域分拨中心

设立100条城乡物流专线和6000个配送终

端网点，形成农村物流干线网。赵慧清介

绍，建成后农村物流干线网可以为全省农村

工业品生产商、供应商、农村电商和快递企

业提供仓储与分拨服务，又可为农村集贸市

场、批发市场、超市提供配送服务。而科学

的物流线路和园区布局，能够大幅降低物流

成本，以解决农村商品供给侧的物流难题。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

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

发展。目前，化肥行业的供给侧就面临诸多

问题。

一是化肥产能过剩。2015年7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化肥行业转

型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我国化肥行业

已经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通过转

型升级才能推动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调整产

业结构、改善和优化原料结构、推动产品结

构和质量升级、提高创新能力、提升节能环

保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是化肥利用率低。据农业部消息，我

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只有30%左右，要想

实现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必须提高

化肥的利用率，提高化肥利用率最基本的办

法就是根据土壤情况科学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