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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农资经销行情不太
好，不少经营老手面临着农资销量
下滑，市场竞争无序等困难，高唐
县江鑫办事处晨轩农资超市负责人
王槐坤，作为一名农资新手更是烦
恼多多。

80后的王槐坤大学毕业后到高
唐县一家企业上班，可近两年企业
发展不景气，王槐坤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生活压力。这时，一直在种
子公司上班的父亲建议他回老家开
一家农资店，自己干。“因父亲多
年来一直从事种子销售工作，所以
在这一行积累下不少人脉，听他建
议后果断辞职，开起这家农资店。”
王槐坤说，虽说他前期了解到近两
年农资市场行情并不好，但他有信
心在这一行干出一点名堂来。

怀揣着满腔的热情，王槐坤开
启了他的农资之旅。“今年年初，
农资店成立，目前只卖了一季玉米

肥，共30吨左右。我对目前这个销
量还是比较满意的。”王槐坤说，
第一次尝试肥料销售，能达到这个
销量自己很知足。虽说销量还可
以，但王槐坤接下来遇到了接二连
三的麻烦事，让他这个新手一时之
间乱了阵脚。

王槐坤介绍，这30吨肥料大多
是卖给了熟悉的农民，由于这部分
农民都知道王槐坤的父亲在种子公
司上班，对所卖肥料比较信赖。但
他在尝试到周边村推销肥料时，王
槐坤受了不小的打击。因为是第一
年干农资，王槐坤就想着把价格压

到最低，先把销售渠道打开，但是
在推销过程中却遭到质疑。“村民
好多说，这么便宜的肥料，中间肯
定有猫腻。很多村民不等我把话说
完就把我赶出家门了。”王槐坤
说，刚开始推销时常常是早上4点
就起床，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的推
销，一直忙到晚上8、9点钟才回
家，累死累活的忙一天，成功的却
很少。

除了推销难，接下来的销售环
节，也出现了令王槐坤头疼的赊欠
问题。“因为是第一次销售肥料，
很多农户不信任，所以我给他们承

诺可以先施用，等效果达到预期再
给钱。效果达到预期了，但顾客的
钱却一直拖欠着不给。”王槐坤
说，到目前还有10多万的赊欠款没
要上来，现在资金已很紧张，接下
来宁愿少卖也不会再大量赊欠。

接下来的问题让王槐坤更加感
到无奈。“因我经营的是种肥同播
这一类比较新型的肥料，它的施用
方法和传统肥料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的。但是很多农户觉得他们都种了
大半辈子地了，他们的方法就是最
好的，给他们讲了更合理的施用方
法，根本听不进去，依然固守着老

一套。最后试用效果不理想，就开
始埋怨肥料不好。”王槐坤说，在
这个问题上给他增加了不少工作
量，施用效果不理想的，他只能挨
家挨户去查看出现的情况，并给出
相应的补救措施。好在，都补救比
较及时，没有造成大碍。

根据以上出现的问题，王槐坤
也做了总结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他说，他经营肥料最大的优势就是
可以直接从厂家进肥料，减少中间
流通环节，进价较低，接下来还是
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农民，实行薄
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对于下半年的
发展计划，王槐坤决定在发展新客
户的基础上再相应发展下一级经销
商，争取达到10家左右。“在销量
上没有过多的要求，毕竟是刚开始
干，还是以稳为主，打通销路，赢
得好口碑，接下来的销量自然就上
去了。”王槐坤说。

一位农资经销新手的烦恼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一、7月1日起，百草枯水剂全
面禁用，再销售视为违法！

从7月1日起，农资经销部门将
不允许销售百草枯水剂，否则将被
视为违法行为。百草枯是一种快速
灭生性除草剂，但因其对人毒性极
大，且无特效解毒药，口服中毒死
亡率达90%以上。根据农业部、工
信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的
1745号公告规定，2016年7月1日起，
停止百草枯水剂在国内的销售和使
用。

二、7月1日起，化肥增值税过
渡政策到期，恢复增值税13%！

2015年8月，财政部宣布恢复征
收化肥增值税，并给予了10个月的
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允许按照简
易计税方法征收3%增值税，从7月1

日起化肥增值税过渡期政策到期，
化肥将统一征收13%增值税。

过渡期结束，为了避免多收
税，部门厂商为了消化库存，低价
抛售，化肥市场出现明显波动。化
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钾肥影响最
大，目前，钾肥大合同迟迟没有敲
定，业界传言，2016年甚至会面临
不签订的局面。

目前来看，政策对肥料价格的
直接影响不明显，而肥料价格短期
内继续下降几乎是必然事件。当
前，农产品价格不高，整体经济情
况不明朗，化肥价格也持续低迷。
化肥产能过剩明显，企业不会贸然
加价，也不敢加价，厂家的工作重
点在于想方设法降低目前的库存
量。

由于近期肥料市场行情低迷，
以往的备肥政策将面临淘汰。以前
往往是厂家提前开销售会议，鼓励
经销商提前进货。然而，目前种植

户购肥多处于观望状态，化肥整体
供过于求，导致渠道商出货缓慢。
因此，传统的提前备货操作实行困
难。接下来，备肥用肥的周期将被
大大缩短，周期将被压缩成5-7天
时间。对于渠道商而言，这将降低
仓储成本，资金操作更加灵活，控
风险能力加强。而对于上游厂家而
言，这种快进快出的备肥方式，将
加大企业的压力，没办法提前生
产，生产计划有可能被打破，资金
将十分紧张。

三、7月1日起，硝基肥行业新
标准实施，水肥一体化迎来发展！

工信部制定的四项行业标准将
于7月1日起实施，分别是《尿素-

硝铵溶液》(HG/T4848-2016)、《农
业用硝酸铵钙》(HG/T3790-2016)、
《硝基复合肥料》(HG/T4851-2016)

和《农业用硝酸铵钾》(HG/T4852-

2016)。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项硝基
肥标准均属于水溶肥范畴，标准实
施将有利于水肥一体化发展，有望
成为化肥行业转型的新引擎。

四、7月1日起，资源税价格改
革全面铺开，钾肥和磷矿石影响较
大！

7月 1日起，试点多年的资源
税价格改革将在我国全面铺开，
这将对化肥原材料钾肥和磷矿石
产生较大影响。新的政策由从量
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具体缴税数
额 随 价 格 波 动 而 变 化 。 分 析 认
为，鉴于近些年资源价格总体低
迷，从价计征事实上会降低企业
成本。比如，新疆硫酸钾此前每
吨征税400元，按照新的政策，税
费将降低100多元。此外，此次改
革对开采利用低品位磷矿石是重
大 利 好 ， 新 规 鼓 励 利 用 低 品 位

矿、废石、尾矿、废渣、废水、
废气等提取的矿产品，授权省级
人民政府酌情减免税。

五、7月1日起，《农田水利条
例》施行，推进水溶肥和节水灌溉
设施！

国务院发布的《农田水利条
例》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与农资
行业相关的规定主要有：国家鼓励
采取先进适用的农田排水技术和措
施，促进盐碱地和中低产田改造，
控制和合理利用农田排水，减少肥
料流失，防止农业面源污染;鼓励单
位和个人投资建设节水灌溉设施，
采取财政补助等方式鼓励购买节水
灌溉设备。业内分析，条例的推行
将加速水溶肥和节水灌溉设施的结
合，推动水肥一体化在农业上的普
及应用。

(吴俊生)

7月起，这5项农资新规定将正式开始执行

产品名称 厂家
价格（元/

吨）

除
草
剂

草甘膦95%
原药

山东润丰化工 停报

草甘膦95%
原药

山东侨昌科技 停报

百草枯42%
母液
山东科信生物化工 1.1万

百草枯42%
母液

山东绿霸化工 1.1万

杀
虫
剂

吡虫啉95%
原药

山东联合生物 9.5万

啶虫脒97%
原药

山东联合生物 8.8万

哒螨灵95%
原药

山东联合生物 7.8万

吡虫啉95%
原药

青岛海利尔药业 9.5万

啶虫脒97%
原药

青岛海利尔药业 8.8万

杀
菌
剂

丙环唑95%
原药

山东亿嘉农化 10.5万

烯酰吗啉
95%原药

山东先达化工 8.8万

醚菌酯97%
原药

山东京博农化 24 . 5万

氟硅唑95%
原药

山东申达化工 22.5万

苯醚甲环唑
95%原药

山东东泰农化 13.5万

肥
料

尿素

临沂市场
1240-1250

接货价

菏泽市场
1250-1260

接货价

出厂
1220-1250

出厂价

复合肥45% 出厂
1730-1800

出厂价

各地农药化肥价格
（7月4日）

笔者从前不久结束的第二十
三届磷复肥行业年会上获悉，国
家强制性标准《肥料分级要求》已
经完成编制工作，并已呈交到相关
政府部门进行审定。业内分析，作
为一项强制性标准，肥料分级在促
进行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会加大
对低端肥料的淘汰力度。

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秘书长
李刚表示，该标准通过限制原料的
准入和控制成品中有害物质的指
标，将肥料分为生态级、大田级，园
林级。标准一旦实施，意味着厂家
生产的产品必须标注肥料级别，此
举既呼应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也倒
逼企业为了产品和市场出路做出
变革。

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副主任商照聪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透露，肥料分级标准已经送交
相关政府部门，但审批尚需要一段
时间，具体出台时间暂时无法确
定。

据公开的报道，《肥料分级要
求》标准制定工作从2012年3月8日
在北京启动。时任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农业处副处长蔡彬解释说，
制定肥料分级标准，可以有效控制
有害物质通过肥料进入土壤和食
物链的途径，确保粮食质量安全;按
照有害物质的含量分级指导，建立
分对象施用等安全施肥规则 ;提高
肥料安全质量水平，提升生产企业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

据了解，肥料分级标准具有较
强的约束性，适用于各种工艺生产
的各类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或者
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混制而成的
肥料。其中，生态级肥料适用于有
机农业，大田级肥料适用于普通农
业和鱼类养殖，园林级肥料适用于
园林和土地整治等。

近些年，化肥的不合理使用
带来了日益突出的土壤退化和生
态威胁，一系列对化肥行业管控
的政策陆续出台。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5月28日国务院颁发的《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化肥生
产和使用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
定。该计划要求，修订肥料、饲
料、灌溉用水中有毒有害物质限
量和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等标
准，进一步严格污染物控制要
求；严禁将城镇生活垃圾、污
泥、工业废物直接用作肥料 ;到
2020年，全国主要农作物化肥、
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利用率
提高到4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推广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

附：《肥料分级及要求》国
家标准解析

肥料是人类食物链的粮食。
肥料中有害物质不仅直接影响环
境和作物生长，还间接或者直接
影响动物以及人类健康，影响到
居民“餐桌”安全。因此，肥料
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基本保证，把
好肥料质量安全这一关是食品安

全的前提和基础。
1、我国肥料存在的问题：对

国外肥料，特别是有机肥质量控
制标准、有机肥生产过程中质量
控制体系，以及有机肥施用过程
中的技术规范调查研究表明，我
国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
差距，表现为：(1)随着环境科学
研究的进展以及对人体健康的日
益关注，国际上对农业上施用的
城市垃圾、污泥、以及畜禽粪便
中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日益严
格，而我国标准比较落后；(2)有些
发达国家针对不同的土壤条件以
及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有机肥施
用技术规范，而我国有机肥施用技
术规范则至今未有，导致农民在有
机肥施用过程中往往大量盲目施
用，最高每亩达8~10吨；(3)发达国家
有机肥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质量
控制有一整套标准化的管理程序，
包括产品的生产、包装、认证、标识
等，有一批相关法规来规范有机肥
产业，保障该产业健康发展，而
我国目前状况混乱。

2、《肥料分级及要求》制定
意义：制定本标准的意义在于通
过在明确提出各类有害物质检测
方法和限量指标的基础上对肥料
进行分级，以期控制有害物质通
过肥料进入土壤和食物链的途
径，确保粮食质量安全；按照有
害物质的含量分级指导建立分对
象施用等安全施肥规则；确保肥

料可利用资源的有效利用，防止
污染原料的非预期使用；提高我
国肥料安全质量水平，提升生产
企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

3、《肥料分级及要求》内
容：本标准规定了肥料的分级，
给出了各个等级的有害物质限量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工艺
生产的各类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或
者由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制成的
商品肥料，以及微生物肥料和生物
有机肥料。根据国外的研究经验，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肥料分
为生态级、农田级和园林级3个等
级，总养分(氮+五氧化二磷+氧化
钾)的质量分数(有机肥料以烘干基
计)≥5 . 0%作为肥料的通用要求，
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中的要求。

4、《肥料分级及要求》实施建
议：本标准实施后，建议选择代
表性肥料生产企业和肥料施用园
区，进行肥料分类分级标准化管
理的应用试验，评估肥料分类分
级标准化管理的效果，修改、完
善肥料分类分级标准化管理体系
内容，并建立应用示范工程或示
范区，并将技术成果用于建立高
效、科学、准确的为社会共享的
测试分析方法，为我国肥料的标
准化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化肥网）

国家将出台强制性肥料分级标准
分为生态级、大田级、园林级三级，厂家生产的产品必须标注，低端肥料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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