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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土壤问题 用全球顶尖土壤改良技术服务中国AA

助力全球种植理念在中国实施落地
金正大集团成为首家出席联合国世界土壤日主题活动的中国农化企业

“25+10>50“减肥增效方案 提升作物产量与品质BB

核心提示

12 月 5 日，由世界粮
农组织(FAO)、联合国防治
沙漠化办公室(UNCCD)及
泰国、荷兰、哥伦比亚、莱索
托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
联合发起的世界土壤日主
题活动，在联合国总部大楼
召开。会上介绍了今年世
界土壤日主题——“关爱地
球，从土壤开始”。来自全
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
百名代表，共同分享和讨论
了全球土壤可持续发展进
程、前沿思想和实践经验。

金正大集团作为本次大
会唯一来自中国，也是现场
唯一的中国企业代表，介绍
了金正大集团在中国的耕地
土壤保护经验和实践工作，
与全球有志于土壤改良的伙
伴交流了土壤保护议题。据
悉，这不仅是中国企业首次
出席世界土壤日的主题活
动，更是中国农化企业首次
在联合国平台上就耕地土壤
改良问题发声。 土壤保护是全球性问题，发

展中国家的耕地土壤质量普遍存
在严重的失衡，这已经成为制约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根据
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酸性土、盐
碱土面积占耕地总面积60%以
上，耕地土壤退化严重、土壤肥
力差。加上农业生产者对土壤问
题认知不足、过量施用农药化
肥，都导致耕地质量问题日益严
重。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近
年连续出台了多项土壤修复治理
的相关政策。

作为中国领先的农化企业，
金正大集团顺应国际趋势，积极

响应政府土壤修复政策，很早就
把土壤调理产品及土壤改良技
术作为集团种植业解决方案的
核心战略之一。“我们认为，土壤
退化、土壤污染等已经成为制约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关
爱土壤健康已经成为全球共
识。”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
在会上讲到。据了解，金正大集
团通过和全球顶尖土壤问题专
家、院校以及美国富朗等国际性
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出全球
新型生物能技术和土壤调理系
列产品。金正大集团也将联合
全球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行业
伙伴，广泛开展土壤改良示范活

动，在实践土壤改良技术的同
时，把来自世界的先进土壤种植
理念，传遍中国的千乡万村。

12 月 5 日，世界
土壤日主题活动当
天，在世界粮农组织
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
公司代表的见证下，
由全球多家土壤、种
植业相关机构和企
业、行业学（协）会、专
业研究机构和专家共
同发起的“世界亲土
种植联盟”（以下简称

“WSFFA”）在联合国
总部大楼宣布成立，
这是全球种植业首个
致力于推广先进土壤
种植理念，实施土壤
保护行动的国际性公
益组织。

据了解，“世界亲
土种植联盟”是一个
倡导亲土种植理念，
实现种植与环保并
举，推动种植业可持
续发展为宗旨的国际
性公益组织。 “亲
土种植理念”，包括：
通过引进全球新型生
物能技术，打造新产
品，调节土壤酸碱度，
改良土壤团粒结构，
也帮助种植获得更好
收益；通过倡导减肥
增效以及精准施肥，
运用产品增效技术，
有效减少过度使用肥
料和农药，从而进一
步保护土壤质量；通
过推广现代农业服
务，直接帮助农民实
施全程科学管理服务
和机械化种植技术推
广，让生产效率和土
壤保护得到有效提升
等一系列切实改善耕
地土壤质量的原则和
方式。

“世界亲土种植
联盟”成立发布会吸
引了多位世界级专家
的广泛关注。主持本
届“世界土壤日”主题
活动的世界粮农组织
驻联合国联络办公室
主 任 Carla Mucavi
女士、世界银行国际
金融公司首席环境专

家Larry Jiang先生、
美国农学会前任会
长、华盛顿大学荣誉
教 授 Francis J.
Pierce 博士、国际土
壤领域泰斗级人物、
乔治亚大学荣誉教授
Malcolm Edward
Sumner 博士出席并
致辞，呼吁世界各方
共同推动土壤的可持
续管理与耕地土壤保
护。

在发布会上，来
自行业、企业、技术专
家等各方代表对全球
土壤问题现状以及改
善方式，表达了关注
和思考，对于首次提
出的“亲土种植”理
念，其必要性、实用
性、技术实现的可能
性等不同内容进行了
丰富多元的解读和阐
述。

作为“世界亲土
种植联盟”企业参与
方的代表，来自中国
领先的农化企业金正
大集团和中国首家现
代农业服务平台金丰
公社的代表表示，在
亲土种植理念的指导
下，金正大集团与金
丰公社将配合联盟，
引进并推广全球顶尖
的种植业相关技术服
务中国农业，如美国
的生物能技术、德国
的增效技术、以色列
的水肥一体化技术
等，把科技转化为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通过高效精准
的种植业解决方案，
让化肥使用量持续降
低的同时，还能实现
作物产量与品质双提
升。不仅如此，金丰
公社将通过集约化的
种植方式，为农民提
供综合现代农业服
务，帮助农民用更科
学和环保的种植方式
获得收益，让农业发
展更加可持续。

□本报记者 黄华 文/图

土壤是粮食安全、水安全和
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安全的基础，
良好的土壤管理具有重要的经济
和社会意义。为了提升社会对土
壤资源的认识，自2013年起，世
界粮农组织大会通过了将每年的
12 月 5日作为世界土壤日的决
议，该决议也在2013年 12月 20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了认可。
此外，12月5日是泰国前国王普
密蓬的生日，在这一天设立“世界
土壤日”也是为表彰普密蓬在土
壤研究和农业扶贫开发方面对全
世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

“提供现代农业服务，帮助农
民科学种植管理、使用机械化种
植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有效保护
土壤。”万连步在介绍中国耕地土
壤改良实践经验时，把现代农业
服务作为又一项重要举措。在中
国，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一直是
难题，阻碍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推
进，无法给农民提供专业的一站
式种植解决方案。为了系统性地
解决这个难题，2017年 7月，金
正大集团和世界银行、华夏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共同投资并成立了
中国首个现代农业服务平台——
金丰公社。金丰公社将在整合全
球优质种植业相关资源的基础
上，在全国设立千家以上县级金
丰公社，覆盖约5000万农户，为
农民提供土壤改良、全程作物营
养解决方案、机播手代种代收、飞
防服务、产销对接、农业金融、农
产品品牌打造等服务，带动种植
业集约化经营，推动精准高效的
现代化种植。

在演讲的最后，万连步介绍
了金正大集团将成为“世界亲土
种植联盟”的积极参与者和推
动者，并发出倡议，愿意在中国
以及全球，与政府、行业协会、
科研机构、企业、种植户等一起
合作，发展亲土种植的实践工
作，在土壤修复、耕地质量提升
等方面开展技术研发、试验示
范、培训推广等合作，为保护土
壤健康，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而共同努力。

优秀的种植理念不仅基于
土壤，也覆盖种植全程。不仅要
通过引进开发先进技术和产品，
开展土壤修复和治理，提升耕地
质量，而且也要在种植全程减少
过度施用化肥和农药的状况，实
现对土壤的全面保护。今年11
月 13日，在德国波恩举办的第
二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上，金正大集团也作为唯一一家

参与论坛的中国农化企业，介绍
了减少碳排放、合理使用化肥、
农药的实践工作，并向全球发出
倡议，共同参与新型缓控释肥料
的研发和推广行动。

目前，金正大集团承担了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肥料
研制”项目，推广“25+10>50”
减肥增效方案。这个全球首创

的概念指的是，使用金正大 25
公斤新型稳定性肥料和10公斤
控释肥料，从产量和品质上，都
超越50公斤同等养分含量的传
统肥料效果。这一做法可以帮
助减少 30%的化肥使用量，大
幅降低过度施用肥料对土壤的
污染，实现作物产量与品质的
共同提升，让种植者获得更高
收益。

将土地集约起来 提高人口大国的农业种植效率
CC

相关链接

世界土壤日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金正大集团”）成
立于1998年，主营复合肥、缓控
释肥、水溶肥、生物肥、土壤调理
剂等土壤所需的全系产品及为
种植户提供相关的种植业解决
方案服务。金正大集团是全球
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地及国
家创新型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现有总资产 153 亿元、员工
10000 余人、年生产能力 700 万
吨、复合肥销量连续8年居行业
首位。2010 年，金正大集团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002470）。2016年，金正大集团
销售收入为187.36亿元。

金正大集团

金正大代表团作为世界亲土种植联盟参
与方受邀参加成立仪式

“世界土壤日主题活动”现场

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
在会上发言

“世界亲土种植联盟”在联合国
总部成立

以联盟之力
推动全球土壤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