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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向

□本报记者李林山吴向辉

辐射四省的农资集散中心初步形成1

2 国际商贸物流枢纽呼之欲出

3 农村物流干线网破题城乡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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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庄动态

氮肥出口量或将减半
单质肥需求下降成必然

打造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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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万庄肥料就是好，玉米丰收离不了”

一周速览

安阳铁路内陆口岸

今年无论对于国内还是国际氮

肥市场来说都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国

内市场受国家产业调控、环保和粮食

政策影响较大，呈现生产成本偏高、

供应量减少；同时，面对国内需求下

降、出口萎缩的局面，社会库存向厂

家转移，价格波动频率增加，市场把

握难度加大。

经历了2016年市场价格快速下

跌后，2017年国内部分中低端产能

退出市场，氮肥的两个主要品种合成

氨和尿素的产能均有所降低。

中国工业氮肥协会预测，今年底

尿素产量将降至约5460万吨，或将

基本实现国内产销平衡。2018年初

国内氮肥退出产能将达400～500万

吨，部分生产企业将不再具备生产条

件。

国际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新

增产能快速释放，全部挤占了中国

货源的传统市场，我国货源受制于

成本已经很难对接国际价格。预

计，今年我国氮肥出口量很难超过

500万吨，相比去年将减少近一半的

出口量。

出口将不再作为库存消化的主

力军，我国货源将更多地集中在国内

市场销售，贸易商更多将依托港口资

源平台开发内贸业务，北肥南运、集

装箱点对点国内发运逐步成为港口

主要业务，预计明年中国出口量将维

持低位水平。

关于未来国内氮肥市场格局，有

分析人士认为，我国肥料市场正在发

生历史性改变，氮肥等传统单质肥需

求下降已成必然，肥料消费也正向高

浓度、复合化、液体化、缓释化方向发

展。 （本报综合）

●近日，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正式上

线。据了解，该平台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

牵头，会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信

息研究所共同打造，汇集了品种审定、品

种登记、品种保护、品种推广等各项种业

行业数据。今后，无论是种子行业管理者

还是企业抑或是农民，都可以通过该平台

的数据库，实现一站式的信息查询和业务

办理。

●近日，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指导意见》。近年来，随着现代农

业深入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各类服务组织蓬勃兴起，数量超过115万，

服务领域涵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各个

产业，涌现出全程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

种等多种服务方式。

●万科近日发布了8月份销售及近期

新增项目情况简报。简报称，8月份万科

新增物流地产项目5个，分别位于广州、宁

波、昆明、杭州、苏州。 事实上，多股力量

正在加紧布局物流地产市场。据了解，绿

地、越秀等房企均将物流地产作为业务拓

展的方向；京东、阿里等电商早已涉足物流

地产领域；而作为金融机构的代表，平安也

在积极抢滩物流地产市场。

●9月14日，蚂蚁金服和菜鸟联合宣

布面向中小物流公司开放支付、金融、信

用、营销等一系列的能力，助推中小物流公

司的“互联网+”进程。支付宝还将投入2

亿元资金，以支付手续费优惠、联合营销推

广等方式加速中小物流公司与互联网的深

度融合。

●数据显示，在2015～2016年两年

时间内，将电商引入物流园区运营管理的

企业已高达79%，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平台

建设已成为传统物流园区转型发展的目标

和方向。

（本报记者吴向辉整理）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又是一个丰收的

季节。9月12日上午，为普及推广玉米高

产施肥技术，展示万庄肥的实际肥效，安阳

万庄新肥科技有限公司在汤阴县任固镇李

施济村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玉米观摩

会。

上午9时，李施济村及周边村的农户纷

纷来到观摩会现场。据李施济村的村民介

绍，他们村耕地肥力普遍较弱，庄稼产量一

直不高。

村民杜和昌今年种植玉米20亩，全部

施的是万庄新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高

塔尿基非常辛玉米肥，氮磷钾配比为30-

5-5，使用量为每亩50公斤。这是他第一

次使用万庄肥料，通过现场与其他地块对

比，施用过万庄肥料的玉米茎秆粗壮，根

系发达，玉米棒子发育饱满、瓷实、不秃

尖。杜和昌说：“万庄肥料就是好，玉米丰

收离不了。”

农户李志军说：“前段时间我曾去万

庄新肥厂参观过，还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肥

料厂，之前因为没有用过万庄的肥料，说

实话，心里也没底，通过今年亲自在玉米

上施用，真正感受到了万庄肥料的增产效

果。”

看到万庄肥料的增产效果，现场的农

户也都表示，今年小麦肥也用万庄肥。

观摩会上，万庄新肥农化部的技术人

员，还给广大种植户们讲解了玉米施肥时

期、施肥品种和施肥量与玉米高产的关系，

玉米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种植

技术。万庄新肥市场部的负责人介绍了万

庄新肥公司的企业规模、生产工艺、产品种

类等信息，并展示了万庄新肥的小麦肥品

种，讲解了在购买选择肥料时的注意事项

等。 （李红雨）

——万庄新肥公司在汤阴县举行玉米高产施肥观摩会

物畅其流、货通天下。现代物流

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贯穿于社会经

济的各个领域，不仅要建设现代的区

域物流中心，更需要建立覆盖城乡的

物流网络。不仅要补齐城市物流业

的短板，而且还要解决农村物流的滞

后问题。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万庄

农资集团专注农村物流多年，通过构

建河南物流干线网，打造农村商品流

通主渠道，为建立覆盖城乡的农村物

流网络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尝试。

万庄农资集团首先提出了城乡

物流干线网的设想，就是以物流园

区和区域分拨中心为基础，通过围

绕物流园区和分拨中心设立城乡物

流专线，构建以物流园区为核心，区

域分拨配送中心为支撑，配送终端

网点为配送末端的河南省城乡物流

网络体系，以形成农村区域物流全

覆盖、全链接，实现一次性中转、分

拨、配送。

目前，河南万庄农资集团以安阳

铁路内陆口岸为中心，在全省建立四

个分拨中心。围绕口岸分拨中心设

立100条城乡物流专线和6000个配

送终端网点，建成后农村物流干线网

将覆盖河南全省。届时，可以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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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村新型商品流通

的主渠道。

河南万庄农资集团董事长赵慧

清说：“乘着政策的东风，依托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安阳铁路内陆口岸可

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将通过

高站位规划、高起点建设，将其打造

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现代国际

物流中心的重要支点。”

经济新常态下，现
代物流业对调结构促转
型、培育新动能、推动开
放发展，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促进作用。区位交
通优势日益凸显的河
南，提出要打造“一中
心、多节点、全覆盖”的
现代物流空间布局体
系。即建设郑州现代国
际物流中心；通过完善
提升基础设施、强化区
域集散分拨和物流配送
功能，建设区域性物流
节点城市；建立覆盖全
省城乡的分拨配送物流
网络。计划用三年到五
年时间，把现代物流业
打造成为全省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支柱性、地标
性产业。

地处我省北大门的
安阳市，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借综合交通
枢纽之利，大力发展现
代物流业，其中以安阳
铁路内陆口岸为代表的
现代物流项目，抢占现
代物流业制高点，在平
台建设和运营模式上率
先突破，为构建现代物
流体系夯实了基础、提
供了支撑。

安阳铁路内陆口岸是以政府为主导、市

场化运营，投资建设和运营方为河南万庄农

资集团。

口岸项目位于安阳市汤阴县，是河南、山

东、河北、山西四省交通枢纽，该区域是化肥

等农资的集中生产和使用区，周边化肥生产

企业密集，据统计区域内化肥产能达1000万

吨以上。

安阳铁路内陆口岸作为农资原料和产品

集散的物流节点，连接上下游企业，可以让上

游原料更顺畅地达到下游，让成品农资能够

更加顺畅地发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此外，

通过农村物流网络能够将农资以及生活资料

等运送到农村。可以说，安阳铁路内陆口岸

有连接上下游企业，城市和农村的纽带作

用。口岸服务于化肥生产企业进出口业务，

将为产品打进国内外市场，解决化肥产能过

剩问题起到重要的作用。

去年7月，口岸内的化肥定制生产基地投

入运营，这标志着安阳铁路内陆口岸的化肥原

料和复合肥制成品集散功能已经初步形成。

根据定制化肥生产基地200万吨产能计算，未

来，安阳铁路内陆口岸每年将至少具备400万

吨化肥吞吐能力。目前，安阳铁路内陆口岸已

经建成的仓库面积是15万平方米，近两年还

将建成3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仓库。这表明该

项目具备为中原地区农业生产资料集散提供

高标准的物流基础设施的能力。

河南万庄农资集团及其上下游客户已把

化肥集散功能布局在安阳铁路内陆口岸，目

前，万庄和中农集团、中化化肥、中石油西北

公司等一批央企和上市企业签订有物流合作

协议。

该项目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农资进出口

等流通成本，同时配合我国的农资淡季储备

制度，缓解农资常年生产与季节使用之间的

矛盾，为提高农资供应保障程度发挥重要作

用，将供给与需求更加顺畅地对接起来。可

以确保农资价格的相对稳定，降低农资最终

零售价格，把农资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

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

未来规划的饲料、农药、农机具等其他农

资集散业务也将引入安阳铁路内陆口岸，届

时，安阳铁路内陆口岸将成为豫冀鲁晋四省

交界处名副其实的大型农资集散基地。

安阳铁路内陆口岸项目位于中

原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环渤

海经济区等国家战略辐射的交会点，

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

势。该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对

物流的需求非常旺盛。以口岸为中

心，150公里为半径可辐射豫、冀、鲁、

晋四省11个地级市6000万人口，区

域内建材、化工、食品加工、药品、高

科技电子产品等形成特色鲜明的工

业产业体系。区域产业优势为安阳

铁路内陆口岸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基

础，因此，安阳铁路内陆口岸项目服

务产品范围不仅局限于化肥、饲料、

农机具等农资商品，而且钢铁、有色

金属、成品油、瓷砖等其他大宗商品

也是其主要的经营品类。

据了解，口岸建成后，通过铁路

通道将进出口商品由边境检验直接

转至项目内检验，在项目内完成口岸

通关全流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物

流吞吐量约3000万吨，可实现年营

业收入30亿元，利税约6亿元，带动

就业1.5万人左右。通过口岸的集聚

效应，将形成从生产到消费，从进口

到出口的全产业链，能够降低区域内

加工生产企业的原料和物流成本，扩

大对外合作，提升产品质量，培育新

兴产业。

汤阴县县长贾晓军称，安阳铁路

内陆口岸项目将为安阳构建大枢纽、

大物流、大产业集聚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为形成国内大宗商品货物物流

集散基地，推动安阳“四港一体、多式

联运”现代交通物流枢纽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

安阳铁路内陆口岸作为农资原料和产品集散的物流节点，连接上下游企业，可以让上游原料更顺畅地达到下游，让成品农资能够

更加顺畅地发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并且可将其他进出口商品由边境检验直接转至项目内检验，在项目内完成口岸通关全流程。经

过三年至五年，安阳铁路内陆口岸将成为辐射豫冀鲁晋四省的大宗商品集散中心。 杨智军摄

观摩会现场。 杨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