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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5 日，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公共信息平台和“中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
和微信公众号经农业部授权，由农业部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承办和运行维护。公众
可进入网址 http://www.aqsc.agri.cn 登录
平台，可微信搜索“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或“CAQS-NEWS”关注微信公众号。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信息平台
是服务政府、企业和公众三大行为主体
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主渠道
和新高地。按照政务信息资源整合要求，
平台构架以国家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为
基础，深度整合现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相
关板块 13 个信息系统，技术功能涵盖信
息查询服务、业务系统监控、基础数据采
集交换以及多维报表图表分析等方面。
平台将广泛传播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理
念，有效实施智慧监管，全面服务绿色生
产，及时指导科学消费，客观回应社会关
切，成为执法监督有力抓手、生产指导有
效推手和消费引导有用帮手。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微信公众号
是政务宣传、热点解读、服务用户的重要
便捷便民平台，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
布为主，兼顾公众查询和参与互动功能。通
过公众号及时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务信
息，科学解读农产品质量安全热点问题，系
统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宣传，准确提
供“三品一标”农产品及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信息，推动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曝光农产
品（投入品）质量安全黑名单，畅通申投诉
渠道，全面构建安全优质营养健康农产品
生产消费信息平台，树立中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CAQS）公共服务品牌。服务对象主要为农产
品生产经营主体、消费者、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密
切关联的政府机构、科研教学单位、热心关注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信息平台和“中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微信公众号上线运行后，将积极
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界面内容、及
时完善升级功能，坚持做到内容全面、讯息快速、
查询准确、服务贴心，努力打造成政府监管服务平
台、安全优质农产品展示平台、生产消费技术指导
平台和数据信息交流交汇平台。 （恩和）

农情指数

食糖

2017/18 年度中国食糖生产进入旺季，截至
2018 年 1 月底，全国累计产糖 512.66 万吨，比上年
度同期增加 58.7 万吨，增幅 12.9%；累计销糖 239.86
万吨，比上年度同期增加 46.04 万吨，增幅 23.8%；累
计销糖率 46.79%，同比上升 4.09 个百分点。

1 月份，中国国内食糖价格继续下跌且跌幅加
大。原因主要是担忧国际食糖市场供应过剩压力，
国内食糖市场氛围悲观，资金打压食糖价格；糖厂
迫于兑付糖料款的资金压力，急于销售；食糖经销
企业以及用糖企业多采用低库存甚至零库存、即用
即买策略。将 2017/18 年度中国食糖价格区间上、
下限均调减 300 元，为 6100~6500 元 / 吨。

黑龙江甜菜糖生产已经结束，新疆和内蒙古糖
厂陆续收榨，甜菜糖生产进入尾声。1 月份，广西产
区出现了寒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甘蔗砍运、压榨
受到影响，甘蔗出糖率下降；云南部分蔗区出现大
面积降雨天气，甘蔗砍运和食糖生产受到一定影
响。本月对中国食糖产销预测数据暂不作调整。

随着北半球食糖生产的顺利推进，国际主要机
构对 2017/18 年度世界食糖供给过剩的基本判断
没有改变。本月对 2017/18 年度国际食糖价格区间
暂不作调整。 （王方整理）

农产品供需形势
2月分析报告发布

棉花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棉花播种面积为

3293 千公顷，与上月预测数持平。单产为每公顷
1758 公斤，总产量 579 万吨，较上月预测调增 15
万吨，主要是对新疆棉花产量进行调整。2017/18
年度棉花进口量同比增加，但预计年度中后期进
口量同比回落，保持进口量 110 万吨的预测不变。
消费形势好转，暂保持消费量预测值 822 万吨不
变。受产量调增影响，期末库存量调增 15 万吨至
742 万吨。

新年度国内棉花供应充足，市场运行较为平
稳，预计 2017/18 年度国内 3128B 级棉花年度均
价保持在每吨 14500~16500 元区间。国际棉花价
格近期快速上涨，预计 Cotlook A 指数年度均价仍
会在每磅 75~90 美分区间。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玉米进口量为
150 万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30 万吨；玉米消费
量 2.22 亿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115 万吨，主要
是饲用消费调增到 13950 万吨。本月，高粱“双
反”立案调查是玉米进口和饲用消费调增的主要
原因，此外生猪规模养殖企业扩产补栏有望进一
步增加玉米饲用消费。

年度结余变化量减少至 522 万吨，年度产需
缺口有所扩大，但库存压力依然存在，玉米市场
持续维持供大于需局面。近期各地储备粮拍卖提
前启动，市场供应增加，加之春节临近市场交易
下降，预计价格将保持稳定，国内玉米产区批发
均价继续维持在每吨 1600~1700 元区间。

玉米

食用植物油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786 万吨，较上月预测值调增 4 万吨。其中，受棉
籽单产、总产上调影响，棉籽油产量调增 3 万吨；葵
花籽国际价格持续下跌，进口需求增加，葵花籽油
产量调增 1 万吨。1 月中旬气温回升使秋冬种油菜
苗情整体略有提升，但近期局部地区遭遇了暴雪冻
雨天气，后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油菜生产造成
的影响，本月暂不对油菜籽单产进行调整。

中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 603 万吨，与上月预测
值持平。本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有关机构公布的
城镇化率、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均食用植物
油消费量，将 2017/18 年度国内消费量预测值调至
3356 万吨，较上月预测值调增 166 万吨。

本月预测，2017/2018 年度，中国大豆总产量
1460 万吨，进口量 9597 万吨，新增供应 11057 万
吨，总消费量 11056 万吨。临近年关，产销区大豆
购销较清淡，价格整体走势平稳，预计全年国产大
豆销区批发均价为 4175~4375 元 / 吨。

因市场担忧南美局地旱情影响大豆产量，近
期国际大豆价格有所上扬，但 2017/18 年度全球
大豆丰产格局已定，且库存高企，市场供应量总体
充 裕 ， 预 计 全 年 进 口 大 豆 到 岸 税 后 均 价 为
3050~3250 元 / 吨。本月市场供需和价格预测与上
月保持一致。

大豆

2 月 8 日，农业部在中国农业信
息网发布《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
（2018年 2月）》。农业部市场预警专
家委员会对玉米、大豆、棉花、食用植
物油、食糖等 5个产品的供需形势结
合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简讯 “联合”起来共建第二粮仓品牌粮
姻本报记者 王方

人们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
个帮。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就有一个“好
汉”，在众人的帮助下组建成一个新型农业产
业经营组织，又为众人提供了良好的农业服
务环境。这就是亳州市丰瑞粮食产业化联合
体（以下简称丰瑞联合体）。

利用成员单位的资金、劳力、仓贮、技术、
管理等优势，丰瑞联合体目前形成了从订单
生产到优质服务、农产品收购，再到龙头企业
的精深加工和销售的全产业链，为打造“第二
粮仓”优质品牌粮食奠定了基础。

联合经营 服务平台

丰瑞联合体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是以安
徽省同丰种业有限公司为核心，联合安徽省
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
司等 10 家企业，吸收 35 家专业合作社、16 个
家庭农场、106 户种粮大户共同组建的。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张正斌向记者表示，这种产业联合体模式
可以为联合体内的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
大户创造一个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
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服务环境，从而形成合作
各方各环节紧密联接的完整产业链。

安徽省亳州市农科院院长、涡阳县农委
生产室主任杨玉亭介绍，联合体旗下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植优质强筋小麦面积 6.876 万亩，
其中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560 亩。2017 年落
实优质强筋新麦 26 科技示范基地 10 万亩，其
中良繁基地种植面积 6 万亩、绿色增效示范
基地 4 万亩。

张正斌说：“目前，‘第二粮仓’淮北地区建
立有 30 多万亩绿色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可以为
优质小麦深加工提供稳定而优质的货源。”

丰瑞联合体为成员单位和生产农户开展
“耕、种、管、收、加工”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
社会化服务。在午季连阴雨天气，给当地群众
提供 20 台日烘干小麦 600 吨的粮食烘干设
备，保障优质小麦收获的安全储存；实行订单
优质优价收购农产品，增强了农民发展专用
品牌小麦的思想意识。

同丰种业是丰瑞联合体的核心企业，坐
落在涡阳县。专用品牌粮食生产也成为当地
产业精准扶贫的支柱产业之一。涡阳县西阳
镇太平村李小庙庄农民邵成功就是同丰种业
的扶贫户之一，种了 8 亩小麦。

“种子、化肥是统一采购的，每公斤种子
低于市场价 0.4 元，小麦专用肥能便宜二三十
元，成本就降下来了。收获时同丰种业包收，
每公斤比市场价贵 0.2 元，算起来，一亩地能
增收不少。”他告诉记者。

成员单位之间签订了长期收购优质强筋
麦合同，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流通加工增值。
瑞福祥食品公司、正宇面粉公司目前利用强
筋小麦新麦 26、弱筋小麦荃麦 725、糯小麦安
农 1019 加工的面粉，已开发出纯天然面包、水
饺、馒头、面条四大专用型面粉。

科研联盟 科技示范

丰瑞联合体推行“科研 + 联合体＋基
地＋合作社＋家庭农场 + 农户”的运作模式。
其中，科技力量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联合体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中科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亳州市农科
院等院所建立了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共同组
建了优质小麦育种联盟，加强小麦抗性品种
选育和关键技术瓶颈攻关，为发展专用品牌
粮食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同丰种业副总经理陈章春介绍，“科豆 1
号是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培育的高蛋白质含量
大豆品种，我公司经营多年。再如我公司与中
科院等单位联合选育了优质小麦国审品种鑫
农 518 和中涡 22，已繁种 6 万亩；涡麦 101 有
亳州市农科院的科研支持。”

张正斌表示，“中科院在‘第二粮仓’品牌
粮食建设中亮点多多，不仅推动了‘涡阳大
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获得，优质小麦品种
也有望在黄淮南片粮仓大面积推广应用。”

依托同丰种业、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皖北综合农业试验站，涡阳县楚店镇建立了
核心科技示范基地 6000 亩，重点开展立式粉

垄旋耕技术改良砂姜黑土、肥水一体化、农作
物新品种展示与筛选、种养结合有机农业示
范、专用品牌粮食生产试验示范。

在丰瑞联合体的引领带动下，在中科院承
担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黄淮海冬小
麦产量和效率层次差异形成机制与丰产增效途
径”和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课题“第二粮仓
品牌粮食周年提质增效体系”的科技支撑下，涡
阳县专用品牌粮食生产得到稳步健康发展。

2016 年度，涡阳县建立专用品牌粮食强
筋小麦生产基地 51 万亩、高蛋白大豆生产基
地 20 万亩；2017 年，强筋小麦生产基地发展
到 80 万亩、高蛋白大豆生产基地发展到 43 万
亩；2017 年秋种专用品牌粮食小麦生产基地
又扩大到 106 万亩，其中强筋小麦 100 万亩。

如今涡阳县成为安徽省强筋优质小麦种
植第一大县。“计划未来 3~5 年，通过强强联
合，争取将丰瑞粮食产业化联合体打造成为
安徽省专用粮食品牌的典型，带动安徽省粮
食品牌的发展，为安徽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树立一个样本。”杨玉亭表示。

增值肥料：供给侧改革下的朝阳产业
姻本报记者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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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化学已经将大力发展增值肥料技
术提升至公司转型升级的战略高度，未来公
司必将不断加大化肥增值技术的研发投入，
不断加强与联盟单位的深度对接，加快推进
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熊玲青所说的增值
肥料，是利用生物活性增效载体与肥料科学
配伍，制成的增效肥料新产品。

2017 年 4 月 1 日，《含腐植酸尿素》《含海
藻酸尿素》《海藻酸类肥料》《腐植酸复合肥
料》4 项国家化工行业标准正式实施，标志着
增值肥料已逐渐形成新产业。

而熊玲青提到的联盟是成立于 2012 年
的化肥增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盟成员包
括 46 家大型尿素、磷铵和复合肥企业成员，
尿素产能占全国的 70%，磷铵产能占 60%。像
中海化学这样即将转型增值肥料产业的企业
不在少数。

近日，在联盟第五届年会上，与会专家和
企业家纷纷肯定，增值肥料产业的发展在实现
农业部提出的化肥零增长目标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并将在 2018 年迎来稳健的发展态势。

技术雄厚

增值肥料的增效载体是天然物质或是植
物源的，具有生物活性，不仅可以提高肥料利
用率，且环保安全。增效载体微量高效，添加
量在 0.3‰至 3‰之间；肥料养分含量基本不
受影响，如增值尿素含氮量不低于 46%；增效
明显，添加的增效载体具有常规的可检测性；
工艺简单，成本低。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通过开发天然
物质或植物源的肥料增效剂，用于对化肥
进行改性增效，在这样先进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以下称资划所）新型肥料创新团队在国
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的
支持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研究建立了载
体增效制肥新理论，开辟了利用生物活性
增效载体提升化肥产品性能与功能、开发
高效肥料新产品的技术途径；利用生物发
酵技术，研制出发酵海藻液、锌腐酸、禾谷
素系列肥料增效剂；开发出了海藻酸尿素、
锌腐酸尿素和禾谷素尿素等增值尿素新产
品，以及相应的增值磷铵、增值复合肥等新
产品 20 多个；制定了相应产品的企业和行
业标准 100 多项，授权 24 项国家发明专
利。”联盟秘书长、资划所研究员赵秉强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目前所说的增值肥料是增效肥料的一
种，专指将生物活性增效载体与化肥科学配

伍所生产的肥料改性增效产品。赵秉强指出，
全国网络化试验结果表明，增值尿素作物平
均增产 9.6%，氮肥利用率平均提高 7.9 个百
分点。

联盟理事长、资划所原所长王道龙研究
员特别强调，联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一是得
益于大环境比较好，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化肥行业产能过剩，增值肥料正好
迎合了当下的需求；二是得益于国家制定的
化肥减施计划，怎样减肥不减产，保证粮食安
全，增值肥料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因为技
术本身有强大的生命力，成本低，工艺简单，
效果好，农民愿意用。

据悉，为落实《中国制造 2025》，工信部在
促进化肥行业转型升级指导意见中将发展腐
植酸、海藻酸等增值肥料列入其中，到“十三
五”末增值尿素年产量达到 1000 万吨。

朝阳产业

熊玲青介绍，2017 年，中海化学基本实
现了对旗下常规尿素、二铵和复合肥产品的
增值改性，全年累计生产销售各类增值肥料
近 20 万吨，并在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布
置了近千块试验示范田。在复合肥方面，中海
化学完全实现了由普通复合肥向增值复合肥
的升级换代，重新包装推出了全新的聚氨锌
增值复合肥产品。

实际上，不只是中海化学一家国企，增
值肥料新产品已在开门子、开磷集团、瑞星
集团、骏化集团、云天化、中化化肥、心连心
等联盟企业实现产业化，产能达到 2000 万
吨，累计推广新肥料产品 800 万吨，推广面
积 1.5 亿多亩，增产粮食 70 亿公斤，增加效
益 80 多亿元。

其中，在联盟帮助下，江西开门子肥业建
立了海藻酸增值复合肥产业化基地；开磷集
团首次实现我国海藻酸增值磷铵产业化，并
建立了全国试验示范网络。

赵秉强介绍，2017 年，加入联盟的企业成
员队伍扩大至 46 家，新增产能 600 万吨。

增值肥料市场投放 270 余万吨，其中，增
值尿素 100 余万吨、增值磷铵 26 万吨、增值
复合肥 92 万吨、增值掺混肥料 50 万吨。

资化所袁亮博士告诉记者，围绕增值肥
料已经授权发明专利 24 项，涉及载体增效制
备技术、增值肥料新产品及生产技术、研究方
法、试验装置等，形成了专利群。其中三项发
明专利分别荣获第十七、十八、十九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

此外，由联盟单位起草制定的《含腐植酸
磷铵》和《含海藻酸磷铵》的化工行业标准完
成征求意见阶段的工作，2018 年将上报标准
报批稿；《腐植酸肥料增效剂》和《海藻酸肥料
增效剂》两项化工行业标准已申报国行标
2018 年制修订计划。

从产业扩大到专利布局，再到标准制定，
增值肥料产业正在稳步晋级，已经由星星之
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联盟模式

2017 年 7 月，中海化学在磷复肥工业协
会、中国农科院的指导下，在吉林德惠举办百
亩锌腐酸二铵示范田观摩测产会，创造了肥
料量 20%仍增产 9.25%的奇迹，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和行业影响。

“联盟真正做到了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
之所急，为我国增值肥料新产业的形成和发
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熊玲青由衷地说。

“以联盟或协作网的形式做好‘产、学、
研、用’密切结合，推动我国大宗尿素、磷铵、
复合肥、水溶肥产品升级，形成增值肥料新产
业，支持助推农业发展、化肥零增长行动，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等具体行动。”资化所副所长
金珂认为，联盟的运作方式得到了参与各方
的肯定，这也是联盟之所以在肥料产业界产
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2017 年，王道龙、赵秉强等联盟专家走
访了 20 余家联盟企业，与企业的管理、生产
和销售人员深入交流，在我国肥料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增值肥料技术进展、产业化等方面
作了 30 余场精彩报告，实地解决了企业生
产、质检、销售人员在工艺技术改造、技术指
标检测及推广过程中的疑惑和困难。

赵秉强介绍，2017 年，联盟在全国各区
域开展增值肥料的示范推广工作。联盟企业
的增值肥料产品在玉米、水稻、大蒜、马铃薯、
向日葵、花生、辣椒、番茄等作物上开展示范
现场会 1000 多场，与常规肥料相比，增产幅
度 8%~30%，平均增产 16%。

此外，联盟还召开业务员、经销商、种植
大户等各级培训会议、技术交流会议 50 余
场，培训人次超过 20000 人，锌腐酸、海藻酸、
禾谷素、聚氨锌等增值肥料品牌深入人心。

农业部耕地质量中心保护监督处处长李
荣也表示肯定：“联盟为解决农业化肥上目前
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途径。联
盟把化肥和有机肥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产生
了很好的效益，加盟企业很满意，地方领导和
农民更加满意。”

“增值肥料产品投放市场后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获得农户和经销商
的广泛认可。在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
肥去产能、环保督查、粮价低迷的大背景下，联
盟企业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服务创新、推广模式
创新推动企业发展。”赵秉强相信，2018 年对于
肥料产业来说，将是一个发展之年。

丰瑞联合体旗下农机正在进行春耕作业。
王方摄

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与中海化学联合在吉林德惠举办的增值肥料现场观摩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