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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何磊报道  5月28日，

由金正大集团、中国磷复肥工业协

会、全国缓控释肥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缓

控释肥10年发展峰会暨产业白皮书

发布”活动在北京召开，来自科

技部、工信部、农业部、中国工

程院、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磷复肥

工业协会、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等单

位，以及全国各地合作社代表、种

植大户、农技推广工作人员、生产

企业代表400余人齐聚一堂，共议

行业发展大计，畅想未来十年规

划。

会上，由金正大集团、中国磷

复肥工业协会、缓控释肥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国家缓控释肥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起草编制

的中国第一个缓控释肥产业发展白

皮书正式发布。白皮书对中国缓控

释肥产业十年技术创新、产业化生

产、推广应用的历程与成果进行了

系统梳理，并对新型肥料未来的发

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分析。

白皮书指出，2006-2015年，

中国缓控释肥产量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在25%左右，2015年，产销量达

到330万吨，占世界总量50%以上，

成为缓控释肥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

家。十年间，缓控释肥累计推广面

积约5.25亿亩，产销量超过2100万

吨，实现节支增收1100亿元，有力

地支撑了“三农”事业发展。白皮

书分析认为，随着化肥产业零增

长、肥料转型升级等国家政策的深

入实施，下个十年中国缓控释肥产

业将有望迎来高速增长期，成为中

国新型肥料行业里的中坚力量。

与会专家认为，白皮书的发

布，进一步明确了化肥行业转型升

级、化肥使用零增长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开启了缓控释肥未来发展的

全新篇章，将有力推动化肥行业转

型升级、加快农资行业供给侧改革

进程。

会上专家认为，中国缓控释肥

产业正是因为有了像张民教授、徐

秋明教授等数十年来潜心研究、推

广的专家、学者，中国缓控释肥技

术才得以快速突破，成为中国肥料

创新的标杆；也正因为有金正大公

司这样的行业引领者，缓控释肥才

得以运用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给

亿万个农户带去低投入、高产出的

丰收希望。

为进一步凝聚行业共识，会上

政产学研各单位联合发布了缓控释

肥行业发展倡议书，并举行了行业

联合发展签约仪式，金正大集团与

河南心连心、山东华鲁恒升、山西

天泽、湖北宜化、河北阳煤正元、

江苏双多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未来十年，将是化肥行业

持续创新、新型肥料高速发展的十

年，更是行业联合协作、融合发展

的十年。”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

步表示，“化肥行业要想走出发展

困境、实现转型升级，唯有树立联

合协作、融合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优势互补、抱团联合发展，才

能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基

于这样的理念，金正大将积极开展

大联合、大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技

术创新成果，努力通过输出技术、

品牌和服务，致力于与上下游及同

行业广泛开展联合协作，推动我国

缓控释肥产业快速发展，为我国的

化肥产业转型升级、化肥施用零增

长和绿色生态农业发展贡献新的力

量。”

本报讯 孙怀伟报道 5月20日，由农

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与金正

大集团共同组织的2016国际农业推广技

术研修班在菏泽金正大公司举行，来自

亚美尼亚、加纳、埃塞俄比亚、泰国、

阿富汗、巴西、苏丹、保加利亚、巴基

斯坦等九个国家的40余名官

员学者及农业领域专家参加

了此次交流培训。 

近年来，金正大不断

整合各类资源，打造“产学

研、国内外、上下游”相结

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学

习国际先进经验、技术，在

学习中不断提升，在创新中

努力超越。多年的“招才引

智”和消化吸收，让金正大

在科技研发、产品生产、人

才交流和资本合作方面逐

渐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化产业

发展之路。从主动走出去借鉴国外的

先进技术经验，到通过国际农业培训

班这个平台，输出我们的先进技术、

产品和管理经验，金正大始终以一种

创新求变的姿态在中国的农业改革大潮

中坚毅笃行。

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孙钊表示，国际农业培训项目是一个很

好的平台，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更多

的了解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了解中国

农资企业的发展水平，对像金正大一样

的国内农资企业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

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

此次金正大结合自身的产业化发展

优势，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共

同举办国际农业培训班，对于进一步拓

展国际化发展视野具有重要意义。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整合

自身优势资源，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和培

训，将金正大集团建设成为集先进的农

业技术、农技知识和农化服务为一体的

国际交流培训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王鲁阳报道  近期的强降

雨造成了广西多个地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

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在

农业生产方面，一些作物连根拔起，颗粒无

收，农民的辛苦劳作化为泡影。

为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5月18

日，象州县农业局联合中国复合肥领导品牌

金正大集团共同向当地受灾种植户捐赠用于

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放心肥料，首批价值100

万的金正大缓控释肥相继分发到2144位灾区

群众的手中，涉及作物有水稻、甘蔗、砂糖

橘等。

金正大联合发布国内首部缓控释肥产业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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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农业友人到金正大学习取经

公司简讯

高温的夏季是火灾易发和多发季节，为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增

强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 德州公司举行“珍爱生命，远离火灾”消

防知识进厂区活动，邀请德州市社安防火消防中心为员工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德州公司总经理于兵及生产、后勤系统约200余人参加讲座。

德州公司总经理于兵表示，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健康发展，

更是关乎广大员工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的大事，通过这次培训，全体员

工要进一步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努力营造安全、和

谐的生产办公环境。                            （通讯员 曲莉莉）

5月25日，菏泽公司组织的“金正大好声音”员工歌

唱比赛第三季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历时21天，经过海

选、初赛、决赛、投票等环节，经过层层选拔，有9名选

手进入决赛的“巅峰对决”，并最终决出前三名。

据了解，菏泽公司于2014年开展了首届“金正大好声

音”员工歌唱比赛，活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支持和积极参

与，深受好评，此后每年举行一届，已成为菏泽公司一项

常规性的员工文化活动。             （通讯员 刘念）

5月22日，驻马店市科学技术局组织有关专

家，对河南豫邮金大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主持

完成的小麦、花生两项新型肥料研制成果项目

进行成果鉴定。通过听取项目组汇报，审阅相

关技术资料等环节，鉴定委员会认为，鉴定项

目在研制及应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有创新，达

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成果

鉴定。                 （通讯员 王兰兰）

【安全】
德州公司：消防安全培训进厂区

【和谐】
菏泽公司：金正大好声音第三季圆满落幕

【创新】

驻马店公司：两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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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氮肥产品效益低，平均利

润率仅1.65%，行业迫切需要发展高附加值

的，具有市场需求潜力的，可大规模生产的

新肥料产品，如增值尿素、尿素硝酸铵等

新型氮肥……”5月15日，中国氮肥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高力在金正大集团富朗生物能

尿素新产品发布会上表示，到2020年，发

展增效尿素1000万吨，提高传统氮肥利用

率10个百分点，以增效尿素为代表的新型肥

料的发展与推广势在必行。

我国作为名副其实的氮肥生产大国，

是世界最大尿素生产国，占世界总量的

42%，同时我国尿素市场需求量大，2015年

尿素产量达到7059万吨。但是传统氮肥产品

效益较低，尤其是淡季价格创十年新低。

目前我国增效尿素的生产企业30多家，具有

400万吨的生产能力，但增长迅速，仅2015

年新增产能200多万吨。

金正大作为中国复合肥领导品牌，时

刻关注肥料产业发展，金正大利用行业领先

的技术优势，开展增效尿素、控释尿素、高

氮复合肥等技术研发与升级，以“大联合，

大协作”的合作方式，积极与行业上游氮肥

企业合作，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同时，金正

大引进国际增效技术及服务模式，为消费者

提供与国际接轨的产品与服务。其中与美国

富朗公司合作的生物技术，就是引进国际先

进技术的有益探索。金正大将这一技术广泛

应用到传统肥料产品中，打造生物能新型肥

料。

“富朗生物能尿素采用美国富朗领先

的生物技术，特别添加腐植酸（黄腐酸占比

大于等于80%）、聚天冬氨酸、锌、硼等微

量元素以及其他独有生物能元素并利用螯合

技术生产。”复合肥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宋

涛博士详细说明了富朗生物能尿素的独特优

势。“金正大在2015年对富朗生物能尿素开

展大量的田间实验，相对于普通尿素追肥，

生物能尿素玉米追施能提高玉米产量10%以

上。同时在水稻、果蔬等作物上用于追肥，

作物产量、质量同样表现突出。”宋涛采用

的大量的实验数据证实了生物能尿素的效

果。

“‘四加一不加’，加矿源黄腐酸，

加聚天冬氨酸，加硼加锌，却不加价，高附

加值产品，同等的市场价格，我对富朗生物

能尿素前景看好。”山西晋中市寿阳农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爱国说道。赵爱国经营传统

尿素10多年，在他看来目前市场上卖的大都

是传统尿素，一是价格低，二是老百姓使用

习惯，富朗生物能尿素技术好价格有优势，

一定很好推广。

“富朗生物能尿素的成功上市，可以

说是急需转型升级的尿素市场久旱逢甘霖。

在尿素行业急需转型升级的情况下，金正大

依托自身强大的技术研发优势、品牌影响力

和渠道推广能力，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

必定激活尿素市场。今天菏泽金正大公司的

400人10万吨的订货量更是说明了富朗生物

能尿素的市场前景。”金正大集团总裁助理

兼菏泽公司副总经理杨宏海说。

               （股份公司市场中心  王磊）

富朗生物能尿素为我国氮肥发展注入新活力
——集团富朗生物能尿素新产品发布暨招商大会在石家庄启动

一颗樱桃书写的乡村佳话

每到清晨，山东省平邑县临涧镇余粮

店村的希望小学都会传出郎朗的读书声，声

音从山上传下，遍洒村中千亩樱桃园，火红

的樱桃挂满枝头，点缀了余粮店这个小山村

村民们富足的生活。

5月中旬，陆地樱桃大范围上市，村书

记张华忙得“脚打后脑勺”。一场声势浩大

的樱桃节在村中举行，大大小小的车辆在村

中穿梭，收购商、采摘游客品尝到可口的樱

桃，同样也给出了满意的价格。“一棵樱

桃树能收入3000元到5000元。”张华来回奔

波，但是账却算得清楚，村民们收入大范围

提高，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可人的大樱桃！

回首几年前，余粮店村的贫困状况让

张华永远不会忘记，由于地处山区，村里人

只能种植类似地瓜、金银花等低经济附加值

的作物，“当时能有多穷？一位村民生病住

院七天竟然只花了两块四毛钱！家里剩下一

个六岁的孩子用几个

馒头一壶开水坚持了

一个星期！”张华感

慨地说。

捐物资不如捐技

术，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平邑县多

山地丘陵，适合果树

种植，村里面有人也

在尝试种植经济效益

比较大的樱桃，为什

么还不赚钱呢？”公

为才思考后将目光锁

定在自己擅长的施肥

管理上，“村里人经

济条件差，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市场上主流的

高端肥料，樱桃管理越跟不上，收成就越

差，逐渐陷入了恶性循环。”为了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2015年，公为才协助村集体

细致规划部署，在余粮店村规划建设了金正

大千亩樱桃种植基地，所有的樱桃统一由公

为才提供金正大套餐肥！

“套餐施肥真有那么神奇？如果收成

好，俺们这个村干脆改名叫金正大村哩！”

村民的话看似玩笑的话，公为才却深感责任

重大。当一颗颗硕大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

当慕名而来的收购商带着一摞摞的人民币走

进村民的樱桃园里，久违的笑声再一次响彻

这个鲁南的小山村。

“25颗樱桃足足一斤，市场价可达50

元。”放在3年前，村书记张华根本不敢相

信。“我们目前主要的品种有红灯、美早，

村北边有个年轻人管理的好，一斤樱桃竟然

卖上100多块，一颗樱桃换一斤鸡蛋，绝对

不夸张。”

在千亩樱桃园中，种植户们不论年龄

大小，不论经验短长，采用配方施肥，套餐

施肥成为一致的共识。公为才介绍说，以前

村民们由于条件限制，给樱桃用一些碳铵、

尿素或者低含量的复合肥，产量和品质大大

受到限制，“套餐施肥技术保障了樱桃全程

的四次养分需求，采果后施用平衡型硝基

3+三，恢复树势；月子肥在硝基肥的基础

上搭配生物菌剂和壮株的液体肥根优壮，促

进养分回流，打下高产基础；萌芽肥要施用

高氮高钾的硝基肥配合促花膨果的液体肥；

膨果期施肥尤为重要，最好选用高钾型水溶

肥搭配液体肥果优佳，促进快速膨果，提高

樱桃的亮度和糖度。套餐施肥，我们搭配好

交给种植户就可以了。”公为才说。

村民张树江采用套餐施肥后，樱桃品

质大大提高，家庭收入翻了好几番，像这样

的致富典型如今已遍布余粮店村。受到套餐

施肥的影响，平邑县临涧镇七个主要樱桃种

植村已经大范围采用金正大套餐施肥方案，

施用面积达5000亩。

一颗樱桃书写的乡村佳话没有完结，

如今的公为才计划在樱桃种植上做更大的文

章，下一步他的愿望是让所有的樱桃种植户

都用上水肥一体化设施，让村民省工省力的

同时，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让平邑樱桃成

为全国响当当的品牌！

       （股份公司市场中心  王鲁阳）

——金正大平邑经销商公为才的套餐施肥扶贫记

现场订货 招商会现场 临沭公司招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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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杆
开创中国肥料智造新模式

在中国缓控释肥十年发展峰会

上，首部《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发展

白皮书》首次对外发布。白皮书显

示，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化肥生

产国和消费国，化肥施用量达每年

6000万吨（折纯），过去十年间，

我国缓控释肥产量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在25%左右。

提到缓控释肥，人们第一想

到的是“金正大”，它已经成为这

一领域名副其实的“代言人”。从

2006年第一条年产30万吨缓控释肥

生产线投产，中国缓控释肥产业发

展迎来了新纪元；从亚洲最大的生

产基地到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从

承担建设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到牵头组建了全国缓控释肥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与国内

外5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到

在美国、德国、以色列建立了三个

国外研发中心；从参与缓控释肥料

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

起草工作，到两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奠定了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推动了缓控释肥产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快速发展，将缓控释肥这

一农民陌生“小产品”变成了国家

主推的“大产业”。

联合发展共享未来
携手推动绿色农业发展

中国缓控释肥十年发展峰会

上,一场化肥产业联合发展签约仪

式,吸引了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此

次签约,金正大与河南心连心、湖北

宜化、双多化工、华鲁恒升、阳煤

正元化、天泽煤化工等几家企业达

成协议,通过广泛联合、优势互补建

立行业发展共同体,联手开辟新型肥

料的蓝海。

当前,化肥行业面临着“去产

能”和“化肥零增长”的双重挑

战,同时,又出现了以“耕地质量提

升”为主的高效生态农业建设这个

难得的发展机遇。金正大集团董事

长万连步对此表示,化肥行业要想

走出发展困境、实现转型升级,唯

有树立联合协作、融合共享的发展

理念,通过优势互补、抱团联合发

展,并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与整合,才能做强做大,实现可持

续发展。

对于未来如何展开联合协

作，万连步表示，金正大已经开

始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联合协

作：一是利用国家缓控释肥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输出缓

控释肥技术，通过与上下游同行

企业联合开发、生产以及渠道合

作，持续推动缓控释肥产业的发

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缓控释肥产

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利用以色列研发中心输出

灌溉施肥系列技术，通过联合生

产、销售水溶肥、液体肥系列产

品，推广以色列水肥一体化及以

色列现代农业技术，推动我国高

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三是利用德

国研究中心和收购德国康朴公司

后掌握的世界领先的新型肥料生

产技术，通过联合生产、销售世

界领先的特种肥料产品，促进行

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特种肥料

在全球市场的销售，奠定我国特

种肥料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缓控释肥十年发展峰会在京举行
导语：

过去的10年，中国缓控释肥产业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以金正大集团为代表的一批缓控释肥企业披荆斩棘、筚路蓝缕，铸就了

中国高端新型肥料的辉煌之路。对一个企业和一个产业来说，10年不算很长，但足以产生质的改变和飞跃。未来10年，将是我国经济深

度调整、行业快速整合的10年，也将是化肥行业持续创新、新型肥料高速发展的10年，更是行业联合协作、融合发展的10年。

2016年正值“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前进路上充满了挑战，更孕育着无限的机会，金正大人将一如既

往的用创新求变的姿态，在产业困局中不断突破前行。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  周长益

缓控释肥作为一种环保、高效、省时、

省工的新型肥料，历经十年快速发展，现

已成为我国肥料发展的主要方向。推进传

统行业的改造升级，推广新型肥料将作为

重点的支持领域。新型肥料，包括缓控释

肥，水溶肥，有机肥都将是未来化肥行业

发展、政府支持的重点。比如有机肥，它

有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大量减少环境污染的优势，所生产的农

产品也可以变成有机。工信部将对此类肥料

进行组织研究，鼓励企业创新相关产品。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  贾
敬敦

企业是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

级的主体，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当下，高端新

型肥料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企业应有全

球战略眼光，在产量、质量、环保和技术

创新四要素中找到平衡点。当下面临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肥料产品的品质标准进

行必要的完善。在粮食短缺时期呈现出来

的标准，更多的是关注农产品产量，而未

来在研发新型产品时，对产量、质量、环

保和技术创新四要素的均衡考虑必不可少。

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  何才文

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化肥零增长的目

标，主要是基于目前中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减少对环境污染，控制面源污染这

么一个目标。农业部从去年提出零增长的行

动以来，得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大力支

持，企业界、科研和种植大户都表示欢迎和

赞赏，而且有了积极的行动来推动零增长目

标的实施。

从农业部来讲，主要是从优化作物种植

结构、精准施肥、推广有机肥、新型经营主

体示范推广四个方面来减少化肥使用，以实

现化肥零增长的目标。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刘志仁

化肥对中国农业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一

个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肥工业快速

发展，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原料供应、生产、

流通和使用的体系，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是，也必须清

醒的认识到，我国的化肥工业大而不强。今

后如何解决加快研发的速度，调整产品的结

构，理性健康的发展，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是一个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金涌

化肥是关乎粮食安全、人民生活、国家

稳定的战略物资，肥料特别是化肥是增产

的物质基础。要充分发挥先进企业的示范

作用，改变小农经济这种经营模式，真正

依靠市场经济力量，政府引导精准施肥、

合理施肥，有机、无机肥的复合使用，使

我们国家农业更安全，农民更增收，资源

更有效利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
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理事长   周竹叶

以绿色、安全、生态为导向及加速推动

转型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是‘十三五’

确保我国肥料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缓

控释肥的绿色、环保、高效等功能完全符合

我国肥料行业结构调整方向。2006到2016

年是我国缓控释肥行业快速发展的十年，

这十年中缓控释肥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

发展纲要，并写入一号文件，在有关部门

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国家缓控释肥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化肥行业的

健康发展。

【专家论道】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 理事长周竹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刘志仁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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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员工身体健康，完善员工福利保障，集团与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合作，分批次对集团员工及家属进行了全面检查。体检项目有血常规、尿常规、血压、外科、彩超、心电图 、 
胸透等，截至5月23日，共有4000余员工及家属参加体检。

员工身心健康是团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关乎集团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集团始终把关爱员工的身体健康作为建设和谐企业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每两年组织一次员工健
康体检，建立员工体检档案，并及时反馈体检信息。通过全面细致的检查，达到“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的目的，提高了员工的健康指数和快乐指数，努力让全体金正大人过上“健
康、快乐、超小康”的幸福生活。

近日，集团接待中心组织后厨师傅们开展了一场厨艺技能大比拼，从选材、刀切到烹饪、制作花朵、雕刻动物拼盘，选手们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或煎炸，或爆炒，或蒸煮，或焖

煨，十八般武艺尽显功底，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纷纷出锅，给大家奉献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美食盛宴。

咖喱粽香骨、金丝翡翠虾、芦笋金袋、蛋黄珍珠丸、什锦龙果……从饭前小食到精美菜肴，再到主食、汤品和水果，一道道造型独特、味道鲜美、营养均衡的菜品，让员工们享受到

更多的“舌尖上的美食”的同时，也激发了师傅们的创作热情，提升了接待中心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关注员工健康   提升幸福指数

食在金正大：舌尖上的诱惑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

特的风味小吃，在金正大，除了有吃苦耐劳的生

产一线员工，有善于创新突破的研发人员，有敢

闯敢干、闯出一片天的营销将士，还有最为员工

称道、让人回味无穷的特色美食。

每到中午12点，员工饭堂是金正大最热闹

的地方，如果哪天有推出新的菜品或甜点，那大

家更是争前恐后的赶去排队，迟一点那就被大家

“一扫而空”了。看，这个同事一副失望的表

情，那她肯定是错过了今天美味的“蝴蝶酥”，

不过别伤心，明天还有“南瓜糕”，后天还有精

心制作的“慕斯蛋糕”、“布朗尼”，后厨的师

傅们每天变着花样的挑逗着大家的味蕾。

1、X光检查

2、血压测试

3、血常规检测

4、一般检查

5、导医服务

什锦龙果

玛卡龙 雪媚娘

鹤戏天鹅贝 养生长寿果 芥菜爆双鲜 酸奶什锦果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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