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洛阳市植保站工作人员在宜阳县农田调查秋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为预测秋作物病虫害发展趋势和及时开展大

田防治提供依据。罗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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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委联合发布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质检利剑”
三个月查办农资质量违法案件639起

四种套路
让你看清化肥市场

科丰系列除草剂杀虫剂

受经销商与种植户青睐

农药企业转型难
院士学者“开药方”

“农业周刊·农药化肥”每周二刊发我省农药、化肥

行业的生产、经营、质检、科研等资讯，内容涵盖政策发

布、市场资讯、公司动态、曝光维权、观点视野、管理之

道、人物访谈、科技研究等。如果您有见闻、观点、成果，

请您踊跃投稿，消息、通讯、言论、图片皆可，体裁不拘，

来稿请发邮箱：hnnyhf@126.com。

致读者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消息

称，2018年3月至6月，原质检总局部署各地

质监部门深入开展农资打假“质检利剑”行

动，严查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违法案件。

数据显示，全国质监部门共出动执法

人员117880人次，检查农资产品生产企

业8591家，查办农资质量违法案件639

起，涉案货值915.058万元，减少农业生产

损失1035.642万元。

在打假行动中，化肥、农机及其配件

等产品成为执法检查的重点。全国共检

查化肥生产企业3777家，查办化肥质量违

法案件488起，货值713.8万元。

据介绍，在本次行动中，全国各地共

确定、整治农资重点区域76个，聚焦重点

区域，约谈重点企业，整治与提升相结合，

促进区域农资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岚焉）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联合发布《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将从

2018年8月1日起实施。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农用地标准以保护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为主要目标，创造性提出

了两条线（即筛选值和管制值）的标准修

订思路。

农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

者低于风险筛选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作物生长或土壤生态环境的风险低。

对此类农用地，应切实加大保护力度。

农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风

险管制值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

全标准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高。对

此类农用地，原则上应当采取禁止种植

食用农产品、退耕还林等严格管控措施。

农用地土壤污染物含量介于筛选

值和管制值之间的，原则上应当采取农

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施，降低

农产品超标风险。（李凡）

“农药应向人药看齐，从化学制药走

向生物制药”“化工新材料、化学新产品

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化工企业应该积极

转型发展”……7月2日，在长江经济带

绿色化工走进农药行业调研活动中，中

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等专

家建议，我国农药化工行业应加强科研

引导，积极拥抱生物技术、微化工技术等

前沿科技，实现绿色转型。

截至2017年6月底，国内共有农药

企业2500多家，其中获得工信部核准的

企业有1709家。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规划院副院长白颐认为，未来10年，我国

农药化工行业仍将以传统产能过剩为主

要特征，部分不重视技术创新和环保安

全的中小企业将逐渐淘汰。

“不是不想转型，而是不知道往哪

转、如何转。”江苏一家农药公司董事会

秘书林青道出了转型中的迷茫，这代表

许多企业的心声。“对于有条件的企业，

在发展传统农药产业的同时，多关注一

些化工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的未来发展

趋势和市场空间，比如高铁、汽车所用的

新材料，每年至少220亿市场份额。”白颐

也为企业提出转型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

涌认为，目前80%的化学产品可用生物

技术制造或替代，但是目前我国缺少一

个强有力的生物农药研发创新中心。未

来全世界人口还将持续增加，但可以获

得的耕地资源在短期看很有限，农业即

将迈入4.0时代。他建议要将农业、工

业、信息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从化学农药

转向生物农药，把喷药、施肥、土壤改良

三位一体结合，在农药使用量减量的同

时确保粮食稳产，减少环境负荷。

近年来，化工事故高发，能耗高、污

染重、资源浪费、效率低等问题仍困扰

着不少化工企业。金涌为此建议，应关

注微化工技术的发展，目前单台微化工

设备的年产能已经可以达5万吨/年，

在粉体和磷酸等化工产业实现应用。

一些微反应器、微混合器、微换热器，小

到可以放在手心中，整个工厂如桌面般

大小。（杨建）

2018年已经过半，但是很多经销商

都反映，今年上半年化肥市场混乱，正规

厂家的化肥销量只有往年的1/3，不正规

小厂对市场的冲击很大。市场上的肥种

繁杂、价格混乱，真肥卖不上价，假肥监管

难度又大。为什么会有这种乱象呢？日

前，笔者亲临农资销售一线，挖掘出了不

少制假套路。

套路一：偷含量

化肥制假售假、欺骗农民的手法多种

多样，最突出的就是“偷含量”。伟业农资

公司的负责人告诉笔者：“部分厂家执行

的是企业标准，远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要

求，且名称也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套路二：偷换概念，虚标成分

标识是肥料的身份证，也是说明书。

一些化肥包装袋上标注“总有效成分”和

“元素含量”等，但这种标识是不规范的。

美邦农资经营部的负责人说：“很多小的

批发商会销售标识为28-6-6的玉米肥，

正规厂家标识的成分是氮磷钾，而低价小

厂肥料含量则是28个氮，剩余的两个6分

别是镁、硫或黄腐酸等不值钱的成分。但

是农民对化肥成分了解不多，他们只看数

字，不看化学标识，认为含量高就是好肥

料，含量低就是不好的肥料。不良厂家就

是抓住了农民这种购肥心理，故意混淆有

效含量和总养分的概念。”

套路三：以次充好

当前市场上用劣质肥料冒充正规肥料

的现象也很多。汇丰农化销售中心的负责

人反映：“当前市场上用劣质肥料冒充正规

肥料的现象很多，如用一种高氮型掺混肥

料来冒充高氮长效肥料。然而，高氮掺混

肥料是用普通大颗粒尿素为原料，造价比

较低，而高氮长效型肥料造价相对较高。”

套路四：忽悠团

忽悠团打着团购、厂家直销等口号进

行宣传，在销售化肥的过程中故意误导农

民。美农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反映：“忽

悠团抓住农民爱占小便宜的心理，以次充

好，通过赠送小礼品的形式销售。他们经

常夸大肥料的效果，还声称施用这种含量

的肥料，后期不需要打药。农民意识到受

骗后，却早已不见忽悠团的身影，只能吃

哑巴亏。”（董玲）

7月4日，广东省质监局发布了2018

年广东省肥料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

果。本次抽查了广东省内69家企业生产

的 100 批次肥料产品（不含水溶肥料）。

经检验，发现9家企业生产的10批次产

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10%。不

合格项目涉及有机质、酸碱度、水分、粒

度和标识等5个项目。

本次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有东莞

市田利赞有机生物肥有限公司生产的

TLZ牌精制有机肥（规格：25公斤/袋 生

产日期：2018年1月21日）酸碱度不合格；

丰林农业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生产的阿

米诺牌掺混肥料（规格：50kg/袋 生产日

期：2017年8月22日）粒度不合格；广州市

蓝巴稳有机肥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蓝巴稳

牌有机肥料（规格：40kg/袋 生产日期：

2017年11月28日）水分不合格；广州市晖

绿有机肥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晖绿牌有机

肥料（规格：40kg/袋 生产日期：2017年11

月27日）水分不合格；佛山市三水利农肥

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精制有机肥（规格：

40kg±0.4kg/袋 生产日期：2018年1月10

日）酸碱度不合格；佛山市三水区四季丰

复合有机肥有限公司生产的精制有机肥

（规格：40±0.4kg /袋 生产日期：2017年

11月10日）酸碱度不合格；佛山金葵子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金葵子牌有机肥料（规

格：40kg/袋 生产日期：2017年7月1日）有

机质含量不合格；开平市广源生态肥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广源肥业牌精制有机肥（规

格：40kg/袋 生产日期：2018年1月23日）

水分含量不合格；开平市广源生态肥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宝莱丰牌精制有机肥（规

格：40kg/袋 生产日期：2018年1月23日）

水分含量不合格；茂名市春露复混肥料有

限公司生产的掺混肥料（规格：50kg/袋

生产日期：2017 年 4 月 9 日）标识不合

格。（张志坚）

晖绿等10个品牌肥料质量不合格

本报讯（记者刘彤）7月3日，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河南省夏季种子

交易会上，河南省绿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生产的科丰系列除草剂、杀虫剂、种衣

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等产品，受到与

会经销商及种植户关注与青睐（如图）。

据了解，河南省绿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隶属于省农科院植保所，是集科研、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拥有研究员、副研究员15人，博士5

人，硕士12名；建有河南省生物农药工

程研究中心、农药生测安全评价实验室；

车间装配有国际先进的悬浮剂、液剂中

试生产设备和全自动灌装设备。

“让科研成果落地，用心做农民省心

的产品。”是河南省绿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多年来始终坚守的使命。作为省农科

院科研成果孵化平台，河南省绿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多年来依托省农科院植保

所自有研发技术，研发生产出50多个农

药产品，包括氰津莠、禾宝、金玉康、烟

莠、康荚等除草剂产品，吡虫·辛硫磷、氰

戊·氧乐果等杀虫剂产品，双拌王、粒得

丰、麦健等种衣剂产品，多酮等杀菌剂产

品，优丰素等生产调节剂产品。其中，获

得国家发明技术专利18项，省部级以上

成果10多项，主持承担国家省部级各类

科研示范推广、产业化项目40多项。

本报讯 （记者肖列）日前，为满足

广大种植户改善土壤结构的需求，河南

兴发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下称兴发昊

利达）推出了“百泉”黄腐酸复合肥，这

是继“百泉”复合微生物肥、“百泉”大量

元素水溶肥后，兴发昊利达推出的又一

重要产品。这一举措，也让广大种植户

有了多样化的消费选择。

“百泉”黄腐酸复合肥一经推出，便

受到了行业的高度关注。此类型肥料，

绿色环保、节能高效，是肥料行业未来重

要的发展方向。“百泉”黄腐酸复合肥采

用领先的生产工艺，施用后可激活有益

菌群，从而提高土壤供肥能力、调节作物

生长，提升农产品品质。“百泉”黄腐酸复

合肥广泛适用于小麦、花生、玉米、大蒜、

辣椒等作物，可用作基肥和追肥，是有机

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及高效农业的

首选肥料。

据了解，兴发昊利达近年来不断

强化科技创新与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公司产品质量出众、种类丰富、科技含

量高，其生产的“百泉”蓝多胺、“百泉”

复合微生物肥、“百泉”大量元素水溶

肥等新型肥料受到市场欢迎与农民好

评。

兴发昊利达又推新品

“百泉”黄腐酸复合肥料上市

7月4日~5日，河南省根力多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开业庆典暨年产30万吨四驱

肥生产线投放仪式在西平县河南省根力

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隆重举行。中

国有机肥协会、河南省肥料协会、农业农

村部科学施肥专家指导组、西平县工商

联、西平县企业家协会相关领导以及全国

各地经销商、零售商到现场祝贺并见证了

这一时刻。

会上，根力多品牌创始人、河南根力

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卫年以“昨

天 今天 明天”为题分享了根力多的发展

历程。据悉，该公司是驻马店市唯一一家

农业部配方施肥定点企业，二十多年来，

该公司生产的动植物有机复合肥一直出

口日本，深受广大客户喜爱，并被中国绿

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并推荐为A级绿色

食品生产资料。2016年7月该公司推出

“根博士”四驱肥，该肥料在传统的氮磷钾

复混肥的基础上，加入该公司自主知识产

权的有机蛋白菌群，富含植物蛋白和活性

菌，这四种肥力同时驱动，能够起到疏松

土壤、保肥保墒、抗重茬、抗土传病害，是

一款环保绿色肥料。

“四驱肥上市将近两年时间，在破解

土壤板结、降低肥害、减少病害、提质增量

等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受到经销商和农

民朋友的喜爱。此次30万吨四驱肥生产

线的投放，我们公司形成了以“根博士”四

驱肥为主打品牌的有机无机复混肥系列

产品，以蓝象为主打品牌的配方肥系列产

品，以小丸子为主打品牌的有机肥、生物

有机肥系列产品，共有上百个肥料品种，

可满足小麦、玉米、花生、大豆、水稻等大

田作物及瓜果菜茶等经济作物用肥需

求。”洪卫年告诉记者。

据悉，河南根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之所以落户西平，源于公司的主打产品

“根博士”四驱肥的核心原料有机肥来自

河南省洪鑫实业有限公司。洪鑫实业有

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境内最早

的有机肥生产企业之一，其生产的有机肥

生产工艺出自日本全农株式会社，生产原

料独特，是含动植物蛋白的有机肥，有机

质含量高达90％以上，很好地解决了有

机肥和化肥不能掺混的技术难题。洪鑫

实业有限公司有机肥系列产品曾获中国

有机肥“十佳品牌”。

7月4日下午，开业庆典活动举行了

“聚势 蝶变 共赢”中国四驱肥高峰论坛暨

星光大道群星巡回演唱会。随后的抽奖、

客户分享等环节把会议推向了高潮，来自

全国的500多名经销商、零售商现场达成

了1万吨的订单。

当日，河南省根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与中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汇通达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航

天恒丰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了签约仪式。

河南省根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业庆典暨年产30万吨四驱肥生产线投放仪式举行

河南根力多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李晓辉黄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