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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
出台5项涉农区域信贷政策

农业银行近期陆续
修订下发了粮食、棉花、
苹果、花卉、烟叶等5个
区域信贷政策，对进一步
做好“两区”（粮食生产功
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信贷支持工作将
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体现对“两区”
信贷投放的政策导向，根
据全国不同农业产区资
源禀赋特点存在较大差
异，农业银行积极跟进国
家“两区”建设布局，在摸
清不同区域客户群体经
营方式以及资金需求特
点的基础上及时修订 5

个区域信贷政策，做好优
势农业产区信贷服务、优
化资源配置、调整信贷结
构，落实和支持国家相关
涉农发展规划的具体举
措。

与农业银行以往出
台的13个涉农行业信贷
政策主要聚焦于加工环
节有所不同，此次修订的
5个区域信贷政策重点
是针对种植业和养殖业
等第一产业，同时兼顾流
通业和加工业，对全行三
农信贷政策体系建设起
到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作用。 （王小川）

本报讯（记者刘彤）
近日，农业部发布了《关
于认定第七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的通知》。
通知显示，我省汤阴县韩
庄乡南张贾村(有机果
蔬)、济源市承留镇玉阳
村(玉阳山核桃)、濮阳县
胡状乡炉里村(蔬菜)、巩
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核
桃)、舞钢市尚店镇王庄
村(乡村旅游)、潢川县踅
孜镇淮南村(淮籣翠芽)、
南乐县张果屯乡烟之东
村（淼富草莓）、郸城县宜
路镇于寨村（芹菜）、西峡
县双龙镇(西峡香菇)等共

9个村镇被农业部认定为
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

按照《农业部办公厅
关于申报第七批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的通知》的
要求，在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推荐的基础上，经审核，此
次认定了300个村镇为第
七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获得认定的示范村镇
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
升村镇发展能力，示范带
动更多村镇发展一村一
品，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实
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名单公布

黄瓜白粉病如何治?如何控
制蔬菜大棚湿度?如今，在沈丘县
留福镇，遇到农业方面的问题，农
民只要把症状发布到“农事百事
通”微信群里，农技专家就会在第
一时间进行解答。

今年以来，该镇利用微信群，
搭建起资源高效利用、视频实时
互动、创新快捷便民的在线交流
平台。农民遇到农业方面的问
题，只需要在“农事百事通”微信
群里简要说明问题及症状，群里
的农技专家就会在第一时间通过
视频交流解决问题，做到“远程会
诊、马上就办”。同时，为让“农事
百事通”微信群保持畅通，让农业
专家能远程“看病”，该镇对各涉
农单位及入群农业专家给予流量
补贴，确保“农事百事通”畅通、高
效。

据悉，“农事百事通”微信群
建立以来，已接受农技咨询680
人次，为群众提供农业处方200
多个，解决“疑难杂症”6个。

（赵素平）

今年以来，夏邑县农机局围
绕该县农机化发展薄弱环节，多
措并举大力推广玉米收获、保护
性耕作、深松整地、精力量播种、
秸秆还田等机械化技术，切实把
先进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应
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为该县粮食
生产提供装备支撑。

该县农机局，一是利用电视、
广播和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
进行宣传和科普教育；二是搞好
新机具调试、改制和积极开展人
员培训工作；三是采用现场演示
会、典型示范、政策扶持带动和
引导新型农机具推广应用；四是
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一
线，向农民传授新机具使用和维
修技术，并及时为农民选购新机
具提供优质信息技术服务。

截至目前，该县农机局已举
办新机具现场演示会3次，发放宣
传资料 3000 多份，共推广深松
机、免耕播种机、秸秆粉碎还田
机、秸秆捡拾压捆机、玉米收获
机、翻转犁等各类新型农机具
1098台，培训各类农机技术人员
3689人。

（祁长春 程杰）

沈丘农业专家
远程“看病”

夏邑大力推广
新技术新机具

高温多雨季节 化肥该咋储存

7月25日前后，上市肥企陆
续发布2017年1~6月业绩预告
或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与2016
年上半年相比，绝大多数上市肥
企业绩同比增长，呈现减亏、扭
亏为盈甚至大幅盈利的良好势
头。现实情况表明，在大环境不
景气、行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上市肥企的抢眼业绩是肥企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动能
得到增强、运行质量得到改善的
结果。

建峰化工上半年亏损8340
万元，而上年同期亏损 3.1 亿
元。实现减亏的主要原因是主
产品尿素和聚四氢呋喃市场回
暖、销售价格上升以及提升管理
使成本同比下降。实现扭亏为
盈的沧州大化上半年净利润为

6.56 亿左右，上年同期则亏损
2262.56万元。兰花科创预计净
利润为4.9亿~5.2亿元，上年同
期则亏损1.82亿元。兰花科创
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
司抓住主导产品煤炭、尿素价格
回升的时机开拓市场，持续提升
内部管理水平，实现了经营业绩
的大幅回升。

业绩同样抢眼的四川美丰，
上半年盈利 8400 万~9200 万
元，而上年同期亏损4501.76万
元。兴发集团预计上半年利润
同比增加200%~250%，原因之
一是子公司宜都兴发化工有限
公司10万吨/年湿法磷酸精制项
目开车率大幅提升，且磷酸一
铵、磷酸二铵产品市场行情较去
年同期有所回暖。泸天化尽管

预计上半年依然亏损3000万~
6000 万元，但与上年同期亏损
1.83亿元相比实现了减亏。

行业转型升级一直走在前
列的心连心，预计上半年集团净
利润同比增长100%以上，报告
显示，由于一批小规模、高成本
的化肥生产商关闭加速了行业
整合，使公司主打产品尿素、甲
醇及液氨平均售价上升。云图
控股上半年盈利 7147.80 万~
8797.30 万元，据了解是与他们
努力进行营销创新，加大营销力
度、拓展销售渠道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钾肥巨
头盐湖股份上半年净利润预计
亏损4.47亿~6.7亿元，而上年同
期盈利达到3.29亿元。亏损原
因之一是主打产品氯化钾销量

下降62.67万吨，这是钾肥目前
面临着发展新挑战的具体体现。

仍未发布半年业绩报表的
上市企业按第一季度情况来看：
金正大净利润4.15亿元，同比增
加2.63%；鲁西化工盈利2.40亿
元，同比增长14.27倍；湖北宜化
盈利6401.49万，增长3.78倍；华
昌化工盈利5001.92万元，增长
11.35 倍；华鲁恒升盈利3.14 亿
元，增长41.61%。这些企业的半
年业绩预计也应该抢眼。

业内专家认为，氮肥、磷肥、
复合肥行业在产能过剩的倒逼
下深度调整，并逐渐找到新的增
长点。而钾肥行业在产品升级、
服务创新等方面的转型升级已
刻不容缓。

（彦平）

呈现出减亏、扭亏为盈甚至大幅盈利的良好势头

上市肥企半年业绩同比向好

本报讯 （记者肖列
通讯员卫菲莹）7 月 26
日，记者从国元农业保险
河南分公司了解到，“百
企帮百村，国元农业保险
精准扶贫启动仪式”近日
在邓州市张村镇举行。
邓州市领导岁秀强、贾里
坚、赵友敬及国元农业保
险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樊
皓等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邓州市
刘集镇、构林镇、都司镇、
裴营乡、夏集乡、赵集镇、
张村镇、湍河街道办等乡
（镇、街道）分别与国元农
业保险签订了保险扶贫协
议。同时，与会市领导为
贫困人员代表现场颁发了
聘书，国元农业保险南阳
中支总经理胡敏给贫困大
学生发放了助学金。

邓州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岁秀强在仪式上
指出，国元农业保险与张
村等乡镇签订保险扶贫
合作协议，对进一步动员
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
作用。保险扶贫作为金
融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助推脱贫攻坚的
重要抓手。

据了解，国元农业保
险成立于2008年，注册
资金21亿元，业务规模
居全国81家财险公司第
19位，2016年公司党委
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
组织”。自2014年进入
河南市场以来，国元农业
保险现已在全省9个农
业大市、60个农业大县
建立了分支机构，为全省
农业生产提供了全方位
的保障。

7月24日，在宁陵县石桥镇万亩梨园里，管理人员正忙着用微耕机耙地除草。由于微耕
机体积小、重量轻、耗油低、用途广，被誉为“耙地神器”,受到农民广泛欢迎。

通讯员 闫占廷 摄

眼下，正是高温多雨季节，
化肥储存不当就会导致受潮结
块造成性状恶化，或遇水溶解
造成养分流失，从而影响销售。

一般情况下，化肥储存有
三种方式：仓库堆存、货棚堆
存和露地堆放。在高温多雨
季节，化肥储存应以仓库堆存
为主（仓库堆存分为大堆散存
和袋装储存两种），仓库内既
要通风降温，又要防雨防潮。
以吸湿性较强的硝酸铵为例，
无论是大堆散存还是袋装储
存，为了避免结块，都要减轻
压力、控制散堆与包堆的高度
等，若是40公斤的袋装储存，
以20袋一堆为适中高度。若
选择货棚堆存，堆放地点应选
择在地势较高、地面平整、不
易积水的地方，化肥下面应铺
上苇席及塑料薄膜以隔水防
潮，化肥上面应用塑料薄膜覆
盖，同时架设棚顶、加盖苫布
以防止雨淋。

按化肥吸湿性的强弱，可
分为三种：一是吸湿性强的化
肥，如硝酸铵、硝酸钙、硝酸
钠、碳酸氢铵以及一些微量元
素肥料。这类化肥对储存条件
要求严格，应避免大堆储存，包
装要用双层袋，内衬塑料袋，外
包编织袋。二是有吸湿性的化
肥，氯化铵、硫酸铵、氯化钾、
硫酸钾、过磷酸钙、尿素、磷酸
铵、石灰氮等。这类化肥对储
存条件有一定要求，也应注意
防潮。三是吸湿性小的化肥，
如磷矿粉、骨粉、石灰石粉和石
膏等。这类化肥对储存条件要
求不严，但原则上讲，任何化肥
都应存放在干燥阴凉的仓库
里。

此外，化肥储存还应做到
“六防”。一防挥发，如氨水、碳
酸氢铵极易挥发，储存时要密
封；氮素化肥、过磷酸钙等则应
严禁与石灰、草木灰等碱性物
质混合堆放，以防产生化学反

应，造成氮素化肥挥发和磷肥
肥效降低。二防潮湿，如硝酸
铵、石灰氮和过磷酸钙吸湿后
易结块，影响施用效果；碳酸氢
铵吸湿后氮易挥发，要密封牢
固，避免与空气接触。三防腐
蚀，如过磷酸钙具有腐蚀性，应
防止与皮肤、金属器具接触；氨
水对铜、铁有强烈腐蚀性，宜储
存于陶瓷、塑料、木制的容器
中。四防高温，如氮素化肥经
日晒后，会加快氮的挥发；硝酸
铵遇高温会分解氧，造成化肥
失效。五防火，如硝酸铵、硝酸
钾等有助燃性，储存时不能和
易燃物如煤油、汽油、秸秆、木
屑等堆放在一起，以免引起火
灾。六防爆炸，如硝酸铵、硝酸
钾等容易爆炸，若与铜、铁等金
属粉末混在一起，一旦摩擦撞
击，就会引起爆炸事故。这类
化肥即使储存不当造成结块硬
化，也不要用金属物猛击。

（本报综合）

7月24日，在位于社旗县赵河街道代营村的果田
农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观光园里，游客在采摘
葡萄。据了解，该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的方式，通过入股分红、基地务工等形式，带动该村32
户贫困户116名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申鸿皓 摄

保险精准扶贫
国元出招发力
“百企帮百村，国元农业保险精准扶贫”
在邓州市张村镇启动

我省9个村镇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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