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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行业:深度调整已在加速发力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摆脱低
端竞争，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提升
中高端供给。针对化肥行业，蓝皮书认
为，对于以生产销售氮磷钾肥为主营业
务的传统企业而言，改革发力点在于淘
汰落后产能，优化存量产能，并在此基
础上延伸产业链，实施多元化战略和成
本优先战略；而对于复合肥和新型肥料
企业，则要以持续的创新为动力，在产
品和服务上双轮驱动。
在调研组走访的 30 多家化肥生产
骨干企业中，涌现了一批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上有所建树的企业，从优化
调研发现，尽管转型升级已经成
为行业共识，一些龙头企业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上也颇有成效，但化肥产
业整体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改革进
程困难重重。蓝皮书指出，因为环境
压力和社会偏见，化肥产业所处的大
环境堪忧，化解过剩产能仅靠产业自
身还有心无力，配套政策调控和市场
监管还不协调、不完善，再加上升级改
造融资难、融资贵，化肥产业结构性改
革急需强力协助。
针对化肥行业面临的形势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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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低迷—近七成企业不盈利

业，其中氮肥行业巨亏近百亿元，是连
续第三年的大幅亏损。而与此同时，
40%的基础肥料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
七成，复合肥企业产能利用率仅有三
成 ，化 肥 行 业 存 在 严 重 的 产 能 过 剩 。
氮肥、磷肥、复合肥等传统化肥是整个
产业的基石，也制约着产业发展和产
业转型。以基础肥料尿素和磷酸二铵
为例，2016 年尿素的每吨平均价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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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降低了 340 元，而磷酸二胺每吨
平均比 2009 年下降了 480 元，行业运营
效益极其低迷。
不单是去年，近几年来化肥产业都
在下坡路上不断挣扎。过去由于我国
农业生产，特别是施肥方式过于粗放，
当农民在面对土地肥力下降、作物产
量跟不上的窘境时，就会大量且盲目
地增施化肥。再加之化肥市场规范管

理缺失，假冒伪劣、粗制滥造的产品屡
禁不止，市场需求出现虚高，过剩的产
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消化。而同时，在
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规模经营和机械
化生产被广泛推广和应用，越来越多
个性化和定制化的肥料产品需要得到
满足，水溶肥、微生物肥等新型肥料产
品层出不穷，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急
需净化和重建。

农化服务—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首选

产业结构和提升节能环保水平出发，
为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树立了标杆，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改革方案。蓝皮书
分别在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和新
型肥料领域选取了金正大集团、开磷
集团、盐湖股份、灵谷化工和硅谷肥业
5 家行业代表性企业，对当前已经开展
和取得成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
和经验进行挖掘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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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化服务是许多肥料生产企业提
高竞争力的首选。蓝皮书显示，有超过
80%的实地调研企业开展了农化服务相
关业务，骨干化肥企业更是能够为农民
提供从测土配方、配肥供肥到施肥指
导、咨询培训等一系列的全程农化服
务。其中，金正大集团于今年成立了全
国首个现代农业服务合作平台金丰公
社，用广泛的全球资源、专业的农机手、

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和现代化农业机
械，为农民提供从种到收的全程服务，
改变了以往农化服务只作为产品销售
手段的局限，用专业服务赢得经济收益
和农民信赖。
“去年由于用药不合理，我种的巨
峰葡萄在收获前几乎全军覆没。今年
加入金丰公社，技术人员全程指导，还
对棚里的架室进行改造，葡萄种得很漂

行业呼吁—既要松绑更要输血

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调研组向宏观政
策制定机构、行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
组织等提出了 8 项政策建议，期望国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指导和引导化肥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松绑主要是从政策和环境上。化
肥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支
持，也需要宽松的环境和空间。蓝皮书

针对企业呼声强烈的肥料登记、市场监
管、三元复合肥出口关税问题，建议简
化手续，取消关税，重点鼓励跨行业和
打通产业链的大联合、大协作，支持引
导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并制定更加科
学、平衡的能效和环保政策，避免“一刀
切”对领跑企业的束缚。
输血主要是更好地发挥新型肥

料在市场中的造血功能，同时使农化
服务成为新的产业效益增长点，助力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提高我国
化肥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蓝皮书提出，鉴于依靠市场自发
去产能成效缓慢的现状，建议比照煤
炭钢铁行业的做法，在化肥行业设立
100 亿 元 启 动 资 金 ，鼓 励 带 动 化 肥 产

乡村振兴看湖州
（上接第一版）
妙西的变化，是整个湖州乡村旅游腾飞的缩影。
在施根宝看来，湖州乡村旅游的勃发，尽管与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密不可分，但具体从湖州来看，凡是
搞得有声有色的，无一例外都是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
“过去，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用于新农
村建设，修好了道路，搞好了卫生，为游客到乡村旅游
扫清了障碍。乡村旅游不是大馅饼，不会自己从天上
掉下来。可以说，没有前几年的大投入，就没有乡村
旅游的大繁荣；现在我们发展乡村旅游，可谓水到渠
成。”施根宝说。

差异化发展是保障
如果说新农村建设为湖州乡村旅游搭建了腾飞
的平台，在具体如何发展、如何定位等问题上，湖州则
是因地制宜，各显神通，进行差异化发展。这种发展
方式又恰好避免了一哄而起的机械化复制，满足了个
性化、多元化消费需求。
在德清县莫干山镇劳岭村，一幢幢风格迥异的乡
舍别墅，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它们都是由不同年代
的老屋改建而成。外土内洋，住客不是外国人，就是
白领精英。由于这种“原生态养生、国际化休闲”的载
体，最早在 2007 年，由一名叫高天成的南非人首创，因
此被冠以“洋家乐”，以区别于“农家乐”。
一开始，高天成只是看中莫干山脚的绝世环境，
于是租下农舍，改造后供友人雅居。没想到试住后，
朋友们一见钟情、流连忘返。高天成对商业异常敏
感，马上开始新建度假酒店，进行市场化运作。先是
开发“裸心谷”，后来兴建“裸心堡”。在高天成的影响
下，一大批外国人、上海人、杭州人纷纷跟进。在莫干
山麓，很快形成了一个“洋家乐”群落。到了去年，光
精品民宿就有 70 多家。
“洋家乐”消费昂贵，价格多在千元以上，但即便
如此，市场依然供不应求。人气旺的，常年需排队预
订。
“洋家乐”的目标客户一般是外企高管，这批客人工
作节奏快、收入高，对住宿的个性化要求高，与此同时，
价格承受能力也强。像“裸心谷”，每张床位创造的税
收，平均就高达 10 万元。德清也由此在乡村旅游爆发
期，稳坐金字塔尖，成为高端消费的引领者。去年，当
地旅游总收入178亿元，比十年前整整翻了 15 倍。
对于“洋家乐”的吸金，临近县区虽然羡慕，却并
没有照搬照抄。实际上，在德清之前，安吉、长兴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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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经验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今年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化肥产业一头连着工业，一头连着农业，事
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局，更事关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
今年 3 月，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国氮肥工业协会、金正大集团等 8 家单位联合组成调研组，走访了全国 10 多个省（区、市）的
30 多家肥料生产骨干企业，并结合大规模的调查问卷，利用大数据分析了近年来我国肥料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变化，力图呈现出化
肥产业的“全景图”。近日，调研组将调研结果汇集成为全国首份化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研报告蓝皮书，并向全社会公布。

“过去化肥是个宝，现在化肥是棵
草。”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事长
白由路对化肥产业的发展感触颇多。
在经历了 10 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化肥
产业目前面临着双重挤压，一面是供给
端产能过剩、利用率低、成本不断上升，
另一面是需求端量价齐跌、市场低迷、
谈肥色变，化肥产业进入了深度调整期
和加速洗牌期。
蓝皮书公布，根据对抽取的 30 多
家受访化肥企业的统计结果显示，2016
年，接近 70%的肥企处在盈亏水平线之
下，且没有一家盈利超过 10 亿元的企

肥料·土壤

的农家乐由于物美价廉，也早就吸引了普通游客的眼
球。尤其是上海退休职工，往往将沪上住房出租，老
两口举家搬迁，到这边避暑度假，一住就是几个月。
这种平民化的乡村旅游，尽管收费不高，但因需
求基数庞大，因此收入也颇为可观。德清的高端定位
与安吉、长兴的平民视角不仅没有形成冲突，而且互
为补充，给乡村旅游市场提供了多元选择。而细究安
吉和长兴两地的农家乐，模式也各有不同。
长兴境内景区资源丰富，大大小小有一二十个，
长兴的乡村旅游就以此为依托，县里鼓励周边农民提
升改造农家庭院，再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配套农事体
验项目，政府则帮助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弥补单家独
户开办农家乐的断点。由此迅速形成农家乐集聚区，
每到节假日，常常人满为患。
山区县安吉是“美丽乡村”的发源地，许多村生态
环境颇为出挑，可就是缺乏产业植入。因此，当地就
将美丽乡村建设和打造全域景区相结合，根据每个村
的资源禀赋优势进行个性化包装。这种模式的最大
特色就是“小而美”：每个村都是一个小品，游客都能
品读不一样的乡村体验。
除了以上三地，吴兴、南浔两区也同样各具特
色。因距离城区更近，两个区就瞄准近郊游，主推“农
庄+游购”的模式。
市农业局局长方杰认为，湖州乡村旅游百花齐
放、百舸争流，为不同消费层次、不同消费对象，提供
了多元的产品选择，而农业休闲以一产为基础，进行
三产融合发展，也成了湖州乡村旅游大繁荣、大发展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不能忘了共赢共享
由于各地环境条件不同、定位不同，发展模式不
同，投资主体自然也有所不同。比如德清“洋家乐”通
常是工商资本投入为主，而安吉、长兴的“农家乐”则
是农民自我投入为主。但无论哪种投资方式，湖州各
级政府都十分注重引导共赢、共享。施根宝认为，发
展乡村旅游不能光让“老板乐”，关键得带着老乡一起
乐，一起致富。只有共赢、共享才是可持续的。
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东临太湖，北接江苏宜兴，
三面环山，位于水口茶文化旅游景区核心区块，聚集了
461 户农家乐，是浙北最大的农家乐聚集区。每天，村
里客流量都能达到2000人，其中上海人占了大多数。
村党支部书记祁煜良告诉记者，顾渚有数十家农

家乐，专门接待上海老年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
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 用上海外滩喝一杯咖啡的钱，
在顾渚村里能享受 24 小时的森林浴。”在顾渚村，上海
话甚至成了第二语言。
有人气，自然就有收入，去年来顾渚村的游客量
有 290 万人，户均营业收入超过 70 万元。如今，从接
送游客到入住吃饭，再到打包周边旅游资源等各个服
务环节，以及各类产品的“经理人”，清一色都是水口
乡本地人。这几年，许多家庭都在县城买房，再开着
轿车来村里做生意。
“正是由于乡村旅游是一个关乎农民增收的产
业，因此我们不仅要完善交通、游览、通信等基础设
施，更重要的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做一家一户难做
的事情，既为他们保驾护航，又不断引领升级。”湖州
市旅委主任干永福说。
以顾渚村为例，县里配套建了个土特产销售中
心，解决当地农产品销路问题；联合县运管部门成立
农家乐旅游车队，每天有一批大中巴车定期到周边接
送游客；与县经济开发区洗涤公司合作，让农家乐洗
涤走上了正轨；联姻周边景区，实行折扣价格、统一开
票；引导农家乐统一为游客购买意外险；每年，县旅游
局牵线搭桥，顾渚与 300 多家旅行社建立合作，还经常
外出推介展示。
祁煜良感慨说，这些事光靠经营户或者村委，就
算大伙抱成团，无论经济还是实力，都是力不能逮。
如今有了政府作靠山，客源、服务有保障，整个产业链
也一下拉长了。
记者采访发现，在湖州，但凡乡村旅游做得红火
之地，必然有政府在背后作支撑。除了投入大量资金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外，各地在后续的经营管理
上，也是动足脑筋，比如客源组织、纠纷处理、礼仪培
训、市场营销等，实现了互为补充的良好局面。
干永福说，农民是乡村的主人，发展乡村旅游，必
须重视“共赢共享”，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保
持良性循环的核心，对政府而言，更是为农增效、助农
增收、振兴乡村的有效手段。如果农民不能参与其
中，不能共享发展成果，那么这个产业发展得再好，也
是有巨大缺陷的。
数据显示，2016 年，湖州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4356 万人次，占到了旅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直接经
营收入达到 125 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639 元，贡献
率超过了 31%。

“目前有一种不好的苗头，就是对
化肥的妖魔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
过程中，片面地把化肥与污染划等号，
化肥产业失去了应有的市场地位。”国
务院参事刘志仁说，化肥是粮食的“粮
食”，过去在吃不饱肚子、自然灾害频发
的年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下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更是离不开化肥。
化肥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物
资的地位不能动摇，化肥对工业和现代
化农业的贡献不容忽视。化肥供给侧
改革跟不上，不仅影响产业的健康，更
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威胁。
亮。”安徽省萧县葡萄种植大户杜明杨
在金丰公社专业农化服务的帮助下，今
年 30 亩葡萄的产量和品质都得到了提
升，收购价每公斤能有 9.4 元左右，毛收
入翻了一番。
蓝皮书指出，新型肥料产品在市场
中彰显出无可比拟的活力和潜力。依靠
创新驱动，加强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
硅谷肥业10年“匠心”研发出有机硅水溶
缓 释 肥 ，不 仅 创 造 了 水 稻 平 均 亩 产
1149.02 公斤的世界纪录，还能作用于土
壤板结、盐碱化和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树
立了科技助力绿色农业的新榜样。
业 和 社 会 投 资 300 亿 元 以 上 ，重 点 支
持化肥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并对化肥
企业在农化服务方面的创新实践给
予支持。
尽管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问
题，但中国人的饭碗仍需掌握在自己手
里，化肥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不
能被忽视，化肥产业仍然需要来自社会
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唯有在公众、企
业和国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化肥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稳步推进，化肥才
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和使命。

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土肥站积
极组织开展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试验，于今
年 9 月开始进行番茄苗移栽，并结合中耕除
草追肥等措施进行后续管理，目前番茄长势
良好。
罗文云 杨颖 摄

冬季作物追肥施用碳铵好
作物在冬季低温季节追肥，施用碳酸氢
铵比用尿素效果好。
一是肥效快 碳酸氢铵属于铵态氮肥，施
入土壤后能被作物直接吸收利用。在正常情
况下，若施入土壤中的是尿素，需全部转化为
铵态氮，在地温为 10℃时需要 7～10 天，20℃
时需要 4~5 天，30℃时需要 2~3 天。可见，作
物冬季或早春追肥，施用碳酸氢铵比尿素见
效快。
二是利用率高 碳酸氢铵在温度低于
20℃的情况下极少挥发，施入土壤后，铵离子
能被土壤胶体迅速吸附，其吸附力是尿素的 8
倍。因此，不易随水流失。而尿素施入土壤
后，在未转化为铵态氮之前，呈分子状态存
在，很难被土壤胶体吸附，容易流失。'
三是效果好 试验表明，冬季麦田追施碳
酸氢铵，其效果比在高温季节施用提高 1～
1.5 倍。
朱广凯

迟熟柑橘春肥冬施促高产
具体做法：在冬季迟熟柑橘膨大转色
期间，一般在 12 月中旬前后，施一次冬肥，
以氮磷钾完全肥、优质有机肥和磷钾肥为
主，5 年生以上的树，或结果 50 公斤以上的
植 株 ，每 株 施 氮 磷 钾（20-20-20）水 溶 肥
0.25~0.30 公 斤 、氨 基 酸 或 腐 植 酸 水 溶 肥
0.15~0.25 公斤、磷酸二氢钾或星朋磷钾一
号 0.25~0.30 公斤，兑清水或沼液或沤制腐
熟的人畜禽粪水 75~80 公斤后，均匀淋施在
树冠下的表土上，以水分完全渗透入泥土
中不往外流为宜。
此外每 7~10 天叶面喷洒一次 600 倍氨
基酸活性液肥、800 倍星朋磷钾一号混合液，
或 800 倍腐植酸活性液肥、500 倍磷酸二氢
钾混合液，连续喷洒 3~5 次，均匀喷湿树冠
内外所有的枝叶和果实，以开始有水珠往下
滴为宜。
黄家南

愿饲用油菜花开遍祖国各地
（上接第一版）
傅廷栋介绍说，油菜喜冷凉，北方冬小麦，
南方水稻、玉米等夏作物收获后，气温迅速下
降，油菜仍可正常生长，速度快于其它牧草。饲
用油菜不但能缓解当地冬春青饲料贫乏，减轻
雪灾危害，有利于育肥，使畜禽提早出栏，而且
延长地面绿色植被覆盖 2-3 个月，对减少水土
流失都有重要作用。当前，在农业部和湖北省
农业厅支持下，华中农大油菜科研团队正在南
方果园、冬闲田、河滩地大面积示范、推广饲用
油菜，作为家禽的饲料或作绿肥。

机 种 机 收 不 操 心 ，既 可 当“ 水
果”还能做
“罐头”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劳动力日
趋短缺，依靠传统人力投入的油菜种植模式难
以适应现代规模农业发展的需要。目前，油菜
全程机械化的问题已初步解决，
“灭茬、旋耕、施
肥、播种、开沟、覆土、封闭除草”等油菜种植工
序都可以通过农机一次完成。
记者在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举行的华中
农大“饲油 2 号”收获现场看到，100 多亩饲用油
菜长势旺盛，一台用于收获玉米秸秆的大型收
割机，不到 1 分钟就收割并粉碎了几分地的油
菜茎秆。
在新疆拜城县亚吐尔乡饲用油菜考察点，79
岁的十大队一小队农民吾布力·斯提克赶着十几
只羊正在油菜田里放牧，他告诉记者，这里有多
年种植“拜城黄”油菜用于榨油的传统，以前好像
羊并不怎么喜欢吃，可自从种了这片油菜试验
田，小羊羔自由择食，突然变得喜欢吃了。
傅廷栋笑着解释，
“ 拜城黄”是芥菜型老品
种，可以榨油，但茎叶的适口性不好。试验田的
品种是甘蓝型“双低”油菜，低芥酸、低硫甙，有害
成分降低，营养价值提高，在新疆 7 月播种后，9
月薹高达 30-40 厘米，摘薹一半作蔬菜，可凉拌、
炒菜、下火锅、酿制干菜，也可作饲料。既能把羊
群放到田里鲜食当作“水果”加餐，使营养更平
衡；也能适应机械化收获，配上稻草、麦草、玉米
粉、向日葵花盘粉、花生藤粉等干料，或与干玉米
秸 秆 混 合 加 工 ，将 饲 用 油 菜 含 水 量 降 到
60%-65%，就可以长期安全地青贮成“罐头”。

农牧结合效益好，前期发展可
以自产自销为主
据了解，目前新疆次生盐碱化耕地面积占
总面积的 1/3，不少土地因此被弃耕，而耐重度
盐碱并具经济价值的植被品种并不多。在石河
子总场四分场六连的一块示范田里，记者看到
展板上显示，土壤盐碱浓度 0.6%，pH 值 10.2 至
11.2，2017 年 7 月 15 日播种的“饲油 2 号”，仍能
正常生长，9 月 18 日专家在田间测产，亩产青饲
料仍达 4.5 吨以上。
新疆农科院土肥所研究员许咏梅告诉记
者，新疆北部的饲用油菜试验侧重于改良技术
产品，让农民能在盐碱“花花田”上种植物。新
疆南部更侧重于社会效益，饲用油菜种植简单
易上手，是农牧结合精准扶贫的好项目，保证农
民在地里有活干，真正得实惠。
新疆农科院拜城试验站站长刘国宏给记者
算了算麦后复种饲用油菜的成本费用，种子
20-30 元、水和肥 50 元、机耕机收 70-80 元，一
亩田 150 元左右投入，可供 3-4 只羊羔的青饲
料，产值超 2000 元。
饲用油菜比青贮玉米、小麦的营养要好，在
麦后复种气温下降的条件下，饲用油菜蛋白质
含量（干基 20%左右）与豆科牧草相当，但复种
饲用油菜比豆科牧草产量高，因此亩产蛋白质
比豆科牧草高，饲养效果显著。华中农大植物
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广生说，对广大农民来说，
在适宜种植的地区发展饲用油菜，可谓投资少、
效益大，经济账很划算。
傅廷栋建议，国家提倡种植业结构调整、粮
经饲统筹发展，在“镰刀弯”农牧交错区，单纯减
少玉米面积恢复小麦效益不明显，可采取冬麦
后复种一季饲用油菜，或考虑“青饲玉米+饲用
油菜”模式。目前饲用油菜还处在初步推广阶
段，最有效益的还是由养殖户自己来发展，有多
少头畜禽配多少亩地来种，降低中间交易成本。
“饲用油菜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是一个典型的科技和经济融合的项
目，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完全可以做大做强。”华
中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关
恒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