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煤炭涨价、下游需求提振等

多重影响，肥市迎来利好，尿素、磷

酸二铵和硫酸钾等基础肥料均有不

同程度的上涨。与8月底9月初相

比，尿素涨幅较大，在200元左右

（吨价，下同）；64%含量的磷酸二铵

涨幅在30～50元；受国投罗钾涨价

影响，硫酸钾也有一定程度的上

涨。受原材料价格拉动，复合肥的

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也有上涨。

尿素：西南、华南尿素市场大势

平稳，局部调涨。四川市场以稳为

主，目前中小颗粒主流出厂1660～

1710元/吨；广西南宁市场交投温

和，小颗粒市场主流 1880～1900

元/吨；贵州市场波动有限，小颗粒

地销报价1850元/吨左右；云南市

场价格略有跟涨，小颗粒主流成交

1950～2000元/吨；广东地区市场

暂稳，中小颗粒市场价格 1850～

1870元/吨；福建地区暂无尿素生

产，需求维持不温不火，中小颗粒成

交价格基本在1750元/吨附近，沿

海和内陆价格略有差异。

二铵：华北地区冬小麦用肥临

近，二铵秋季市场销售暂告一段落，

部分企业已开始就前期订单陆续结

算，西南主流品牌64%二铵主流结算

价2450～2500元/吨。价格方面，

湖北64%二铵出厂报2400元/吨，秋

季销售收尾，冬储新价格暂无，部分

企业持续执行出口订单。西南品牌

64%二铵华北主流到站报价2550

元/吨左右，下游补货量稀少，企业暂

无调价意愿。市场方面，华北地区

64%二铵主流出库价2500元/吨左

右，基层拿货情况较旺。

硫酸钾：硫酸钾市场整体运行

暂稳，企业暂无库存压力，报价持续

高位守稳。北方地区环保压力尚

在，下游需求减少，而且复合肥开工

率降低，原料整体消耗下降。截至

目前，50%粉硫酸钾出厂报价

2650～2700元/吨，颗粒、52%粉出

厂报价2800元/吨。

复合肥：北方玉米陆续收获，基

层农户购肥积极性增加，经销商补

货需求不多，处理库存为主。江苏

地区环保检查压力较大，多数企业

生产受限，加之成本增加，部分企业

上调报价30元/吨。东北地区陆续

召开经销商订货会议，个别企业制

定单品价格，45%的硫基复合肥出厂

报价1920元/吨。山东45%硫基复

合肥出厂价2130～2230元/吨；安徽

45%硫基复合肥出厂价 2050～

2200元/吨；湖北地区硫基复合肥出

厂价2100～2150元/吨；河南45%

硫基复合肥出厂价2000～2150元/

吨；江苏地区45%硫基复合肥出厂价

1780～1900元/吨。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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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向

□本报记者李林山吴向辉/文 杨智军/图

打造豫晋冀三省交界区域物流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1

2 抢抓物流业转型发展机遇

3 壮大物流企业，完善物流体系

政策关注

肥市迎来利好 多种肥料看涨

加快现代物流业转型发展
构建豫晋冀三省物流枢纽

安
阳

阅读提示

一周速览

物流行业作为国
民经济的动脉系统，
担当着为第一、二、三
产业的实物生产和服
务生产提供服务的重
要使命。现代物流业
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推进
现代制造业等实体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
业，对于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转变发展方
式、提高国民经济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安阳地处我省的
北大门，该市以建成
豫晋冀三省交界区域
的物流枢纽为目标，
抢抓发展机遇，大力
推进现代物流业发
展，布局建设物流基
础设施，积极培育具
有较高服务质量和较
强服务能力的物流企
业，营造现代物流服
务体系，一座现代物
流业强市正在崛起。

目前，安阳正以安阳铁路口岸、保税物流中心等一批重点物流工程为抓手，以壮大物流企业、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推动物流业转型发

展为重点，做强做大现代物流业，为打造成为现代物流业强市而努力。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工业

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明确了系统推进工业电子

商务创新发展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目

标、主要行动和保障措施，对于加快工业

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持续驱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服务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所谓工业电子商务，是指工业企业在企

业内及与上下游企业、客户和合作伙伴等各

相关主体间，借助信息技术交易、交换、配送

商品、服务、资源、信息的过程。其本质是利

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重塑业务流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规模以

上工业电子商务交易达3.42万亿元，占91

万余家规模以上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的

53%。2016年，重点骨干企业工业电子商务

应用普及率达到 54%，采购普及率达到

39.9%，销售普及率达到41.4%。

同时，大宗原材料、装备、电子信息、消

费品等重点工业行业加速涌现出一批百亿

级、千亿级的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在推动传

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向现代化方向

转变起了积极作用。

在此基础上，《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

三年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工业电子商

务普及应用不断深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电子商务采购额达到9万亿元、电子商务

销售额达到11万亿元，重点行业骨干企业

电子商务普及率达到60%；建成一批资源

富集、功能多元、服务精细的工业电子商

务平台。

《行动计划》面向政府、大企业、中小企

业、平台企业、物流企业、金融机构、行业组

织等各类主体，围绕工业电子商务普及应

用、平台建设、区域转型、支撑服务体系建

设、环境优化等方面，部署了五项主要行动。

一是在工业电子商务普及应用方面，提

出“大企业工业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提升行

动”和“中小企业工业电子商务推广行动”。

二是围绕平台建设，提出“重点工业行业电

子商务平台培育行动”。三是针对中小企

业，提出“中小企业工业电子商务推广行

动”。四是聚焦区域转型，提出“区域工业电

子商务培育行动”。五是在支撑服务体系建

设方面，提出“工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

（本报综合）

●近日，国新办举行中共十八大以来

农业农村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农业部部

长韩长赋在会上介绍，十八大以来，农民收

入实现新提升，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16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1.2万元，这

四年年均实际增长8%，累计增长47.4%，

平均每年增加近千元。

●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了《智

慧交通让出行更便捷行动方案（2017—

2020年）》。方案旨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

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企业为

主体的智慧交通出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互联网+”便捷交通发展，让人民群众

出行更便捷。

●10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

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信息高速公路助力脱贫

奔小康”论坛上表示，近两年中央财政和企

业投资超过400亿元人民币，支持13万个

行政村开展宽带网络建设，助力农村脱贫。

●近年来，随着肥料市场放开以及农

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肥料应用趋

于向养分平衡方向发展。由于过量施用高

浓度大量元素肥料，以及有机肥的应用相

对滞后带来的负面效应，人们普遍认识到

了中微量元素对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重要作

用，这给中微量元素肥料产业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发展空间。针对性地施用中、微量

元素肥料，不仅可充分发挥中、微量元素肥

料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作为提高中、低田产

量的有效技术措施。

●为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配套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土壤和沉

积物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微波消解法》、

《土壤和沉积物硫化物的测定亚甲基蓝分

光光度法》、《土壤和沉积物半挥发性有机

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和《土壤和沉

积物有机氯农药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四项环保标准近日发布。

●水利部日前宣布：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同时，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实现了零

增长。到2020年基本完成434处大型灌

区和2157处重点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届

时，全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

积的比例将提高至30%以上，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达0.55以上。高效节水灌溉

亩均增产粮食10%～40%，提高化肥、农药

利用率5%～20%。

●8月份，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增速同比回落4.8个百分点。化肥

产量下降3.9%，其中氮肥、磷肥分别下降

4.5%和5.4%，钾肥产量增长3.8%；农药产

量下降4.3%。 （文芳整理）

《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工业电子商务发展进入新时期

安阳市提出，到2020年，安阳

物流业增加值超过200亿元，占服

务业比重超过20%，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8%以上，使物流业成为支

柱产业。第三、四方物流企业数量

占全市物流企业数比重达60%以

上，国家A级以上物流企业5家，培

育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的物流企

业3家。

在完善产业物流体系方面，安

阳市充分发挥传统产业的集聚优

势，依托钢铁、装备制造、煤化工等

传统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钢铁物流、

煤炭物流、制造业物流、电商物流和

保税物流等生产性物流，构建工业

物流发展新格局。依托中心城区商

贸业集聚发展的优势，鼓励开展物

流新业态和新模式，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跨境电商、城乡配送、保税等

生活性物流，构建商贸物流服务新

体系。依托汤阴全国优质高产粮食

基地、现代粮食加工区和内黄县优

质农产品基地，加强农产品物流设

施建设，提升农产品现代物流水平，

推动电商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加工融

合发展。

持续推进物流企业转型升级。

安阳鼓励物流企业通过参股、控股、

兼并、联合、合作等方式，实现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形成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优势。支持物流企业有效整

合各种资源，建立便捷高效、规范有

序的城乡配送体系，形成共同配送、

智能配送新优势。

加快推进物流创新发展。鼓励

企业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开展

“传统产业+互联网+物流”和“互联

网+”高效物流等物流模式创新。鼓

励开展多式联运、无车承运人、单元

化运输、甩挂运输等运输组织模式，

提高物流运作效率。

目前，安阳正以安阳铁路口岸、

保税物流中心等一批重点物流工程

为抓手，以壮大物流企业、完善现代

物流体系、推动物流业转型发展为

重点，做强做大现代物流业，为打造

成现代物流业强市而努力。

安阳市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原

经济区的叠加区域，产业特色明显。该市

提出，“十三五”期间物流业发展要按照满

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

求，突出区域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统筹

全市物流发展要素，规划形成功能定位明

晰、布局合理、区域分工合作的空间发展

新格局。

安阳市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区位、物流

发展基础和产业集聚情况，依托中心城区、

节点城市和对外陆路交通干线和航空线路，

形成“核心带动、一带支撑”的“一区一带”总

体空间格局，即“核心发展区+物流发展带”

的物流业发展规划。核心发展区是指安阳

市中心城区；物流发展带是指晋豫鲁铁路途

经林州市、安阳县、汤阴县和内黄县构成的

带状发展区域，形成林州市—安阳县—汤阴

县—内黄县的物流带状发展空间。加快构

建连接京津冀和中原经济区，横贯山西省、

河南省与山东省的物流大通道。最终形成

西部钢铁物流、大宗物资物流和制造业物流

基地，南部商贸物流、铁路口岸物流、航空物

流和保税物流基地，北部纺织物流基地，东

部农副产品物流基地的物流发展新格局，全

力将安阳市打造成为豫晋冀三省交界区域

的区域性物流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国家级

节点城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

国经济间依存度将增高，更多的贸

易往来需要物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目前，安阳加快铁路口岸和安

阳保税物流中心建设步伐，将推进

安阳与世界各国更多的经济交流，

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将逐步增强、

对外经济合作水平将全面提升。

近年来，“一带一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等国家政策的实施，物

流业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随

着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物流业亦将

转型升级，物流资源快速高度整合，

实现从规模粗放式增长向效率集约

式增长的转化，将进一步促进安阳

构建开放型物流服务体系，建设豫

晋冀三省交界区域物流枢纽。

据安阳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安阳将充分利用交通区位优势，

深度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依托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航

空货运网络，面向全球，推进生

产、消费供应链深度融合，带动终

端制造业与服务业集聚发展，促

进物流业升级优化；积极依托中

欧班列，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助推

豫晋冀三省交界区域外向型企业

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全球

产业分工；积极融入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将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安阳经济转

型升级的新引擎，带动物流业转

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未来各

产业的发展方向。“十三五”期间，安

阳市将调整物流业发展战略，加速

转型升级，创新服务模式，实现绿

色、集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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