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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国明 任腾飞

从西北的丝绸之路到广袤的东

北黑土地，再到富饶的江南鱼米之

乡，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

化集团）百万职工正在结合业务经

营，发挥专业优势，全方位服务现代

农业。

“我们深知，只有真正心系农民、

服务农民、让农民得实惠，中化才能

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市场的青睐；也只

有真正助力于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

中化作为一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

价值才能得到充分显现。”中化集团

总裁刘德树说。

制种生产新模式
显现规模化效益

时下正是收获的季节，甘肃张掖

市党寨镇三十里店农民秦彪正在计

算着今年家里的玉米收入：“以前种

一亩地也就挣个七八百元，但现在光

地出租给中种公司，一亩每年能赚

员园远园元。我以前种7亩地，今年多种了
些，承包源园亩。”
据中化集团下属企业中种公司的

副总经理吴鹏介绍，像秦彪这样的出

租土地给中种公司的农民在张掖目前

越来越多。中化集团所属中种公司采

取“制种企业+流转基地+农业合作组
织+农户”的制种生产新模式，在甘肃
张掖打造高标准的国家级玉米精品制

种基地，通过合理的租金、规范化管

理、标准化种植，提升了当地农户流转

土地的积极性。在土地流转的同时，农

民收入显著提升，种子质量明显改善，

产量规模化效益逐步显现。

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

通过规模化经营带来规模化效益。在

土地流转前期，中化集团遵循“政府

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

偿”的原则，经过广泛调查论证、征求

意见，与相关村委会协商，并广泛宣

传动员，如组织村民观摩、学习，让每

位农民都能充分体会到不同生产方

式下的效益对比，还根据当地土地平

均收益，合理确定具有竞争性的租金

基数和逐年递增比例。

流转之后，中化集团协助村委会

组建农民合作组织，将农户返聘回

来，从事制种的田间作业，让农民成

了“产业工人”，就有了租金和劳动收

入两大收入来源保障。而中化集团则

负责统一组织播种、施肥、去雄、收获

等田间管理工作，开展标准化指导，

并在每300亩配置1名技术人员，从而
实现了规范化管理、规模化经营。

在基地建设过程中，中化集团还

围绕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道路

改善、机械化等方面加强力度，统一

规划、合理安排，实施节水工程，也使

田、林、村、渠、沟等协调布局，尽量减

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这样的制种新模式，实现了土地

增效、农民增收、企业受益、新农村建

设增速的“四赢”目标。

改进传统型化肥
提升土地生产力

“中化集团惠农政策好，产品品

质更好，尤其是螯合型复合肥、养田

养果微肥与市场其他肥相比确实效

果好，而且还对土地好，看葡萄现在

的长势，不仅能提前一周上市，增产

也是肯定的。现在我管理1000多亩果
园，后期都用上中化的螯合肥。”在苏

南地区千亩中意果品种植园，场主刘

老板喜上眉梢。

中化集团通过改进传统产品，先

后开发出有机肥、生物碳基有机肥、

新型缓释长效肥、绿色高效创制农药

等新品，不仅能显著解决土壤板结、

酸化、盐碱化、重金属和农残超标等

土壤问题，大幅提高农资产品利用

率，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因挥发等造

成的损失，使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得

到明显的提高和改善，有效提升了土

地生产力。

今年3月，中化集团下属中化化
肥江苏分公司，以为客户测土服务为

基础，针对果园土壤和作物存在的问

题，制订了以中化螯合肥和微肥施肥

营养套餐方案，并建立了示范田定期

跟踪。

两个月后，中意果品种植园生长

的葡萄发生了鲜明对比变化，使用中

化螯合肥、微肥营养套餐的葡萄叶色

浓绿、果粒大、整齐度好。“欢迎中化

化肥专家多来果园指导种植。”欣喜

之余，刘老板表示要预订20吨螯合肥
产品。

5月20日，中化化肥在全国最大
的大蒜主产区———济宁金乡县举办

了主题为“健康、优质、高产”的中化

化肥套餐技术服务大型现场观摩会。

经现场测产，示范田亩产高达2181.8
公斤，平均比常规种植增产500公斤，
打破了近年来当地大蒜亩产难超

1500公斤的瓶颈。来自周边地区的中
化化肥农资经销商、种植大户代表等

超过600余人见证了营养套餐的实际
应用效果。

根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化集团

在山东已制定出以高产优质为目标、

以螯合肥为拳头产品的大蒜、花生、

马铃薯、葡萄等作物从种到收的营养

套餐；在海南已制定出以配方肥为基

础的水稻施肥套餐，以水肥一体化为

核心的菠萝、冬瓜、哈密瓜、胡椒、西

瓜、香蕉等作物的综合营养套餐；在

吉林制定了以高产创建为目标，以缓

释肥为核心的春玉米和水稻营养植

保套餐；在辽宁制定了以测土为基础

的春玉米、水稻、苜蓿草万亩连片高

产技术规程等。

培育知识型农民
全方位服务三农

现代农业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

求农民必须具备较高的农业综合素

质。针对我国当前农民的种植知识水

平和现状，中化集团从2011年开始，
承办农业部农民田间学校开始，已陆

续在四川、河南、新疆、海南、江苏、黑

龙江、吉林、辽宁等20多个省区开办
了100多所农民田间学校，涉及水稻、
果树、蔬菜、养殖等领域，直接培训农

民超过1万人, 间接受益农户达到30
万户以上。

2013年，配合东北玉米双增二百
科技行动，中化集团还组织了中化杯

玉米王挑战赛、技术集成、专项用肥

授权等活动，直接间接影响近300万
农户，累计社会效益4亿多元。

今年8月上旬，正是防治水稻病
害的关键时期，中化集团创办的公益

性农化服务机构“中化植物医院”在

安徽寿县开展了第二期农民培训植

保班授课活动及4次专家坐诊活动，
植保站站长、农艺师、工程师带着学

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讲解这些水稻

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问题，以解农民

“燃眉之急”。

中化集团把课堂开到田间地头，

改变传统的农技推广模式，引导农

民主动参与，把单一培训改为参与

式培训，使农民由被动的“听”到

主动的“学”，让农民成为培训主

体，引导科技要素向农村聚集，加

快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参训农民掌握和使

用新技术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环境生态意识和无公害生产意识普

遍提高，增收致富能力和辐射带动

能力显著提高，已成为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土专家”。

为扩大指导辐射面，中化集团还

创新性地开展远程视频诊断，将“现

场服务指导”延伸至广袤农耕区域

“最后一公里”。刘德树表示，作为中

央重点骨干企业，尤其是作为农化领

域的龙头企业，中化集团承担着保障

国家农业安全的责任，一定要以全方

位服务“三农”为重点，着力完善服务

体系，提升服务质量，促进中国现代

农业发展。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9月25日起提高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进一步完善脱硝等环保电价政策。

虽然这一措施没有直接提电价下调，但借环保之名附加

征收标准，对发电企业的影响依然很大。对此，五大发电集团

反对异常激烈。

今年夏天，电力企业不再喊“电荒”，以往各地的限电潮也

鲜见出现。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8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51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增速连续4个月

回升，并创下25个月以来新高。

同时，得益于从去年开始的煤价大幅下跌，以煤电为主的

中国电力市场迎来了转机，电企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闷声赚钱。

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些人大肆呼吁电价下调，似乎无法容忍电

企赚钱。

五大中央电力企业集团对此深感无奈。实际上，由于这

些电力企业长期受制于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影响，导致成

本连年高企，加之没有对电价的定价权，长期以来在上下游

“挤兑”中亏损严重。仅靠一两年形势的好转，根本无法解决历

史包袱问题。

我国虽然有丰富的水电、风电和核电资源及技术，但很多

地区的电力供应离不开门槛、成本相对较低的煤电，煤价涨跌

一直是牵动电力企业心弦的核心因素。前些年，一些地区为了

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通过提供建场用地，保证项目核准落地

等承诺，吸引五大电力集团投资建厂。而这些项目的一个很重

要的特点是，存在未批先建的现象。眼下，这些电厂或者正在

建设，或者已经建成发电，而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就是地方政

府支持，电厂选址偏僻。而探究原因，就是两个字———“缺电”。

以煤炭为原料的火电业，占据我国80%以上的发电量，往

往煤价的涨幅“牵一发而动全身”，燃料成本占发电成本70%以

上。在煤炭供不应求的年代，煤企一方一直掌握着定价权，煤

价曾疯狂涨破1000元/吨，所以，高位煤价使电企亏损严重。

2011年，五大发电集团电力业务还处于巨亏，亏损额高达

151.17亿元。为了能拿到低价煤，电企对煤企始终在抗战，有

时甚至邀请政府限制煤价。

去年，随着国内煤炭价格恐慌性下跌，国内煤企“大鳄”

———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相继调降了煤炭挂牌价，国内煤价

遭遇严冬，山西煤老板卖矿脱身转行也已不是什么秘闻。低煤

价直接让发电企业变为现今最赚钱的行业。

2012年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出，当电煤价格波

动幅度超过5%时，以年度为周期，相应调整上网电价，这就为

今年调整上网电价提供了了政策依据。

煤价上涨时，电力企业一直承受政策性亏损。煤价降了，

企业刚缓过气儿来，就要下调电价，这合理吗？

下调电价对电力企业十分不利，因为电力企业受到发电

利用小时率下降、环保政策等各项成本上升以及多年亏损的

历史欠账积重难返等因素的影响，虽然近期受益于煤价成本

下跌，电厂盈利空间上升，但是整个电力行业的效益状况并不

理想，下调电价必然消耗掉目前对电力企业来说唯一的利好。

发电企业普遍的顾虑是，尽管发电企业利润向好，一些企

业赚得盆满钵满，但不可忽视的状况是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

正限制发电环节利润的持续攀升，调低电价也不利于电厂投

资积极性。是应该继续下调电价，还是借此机会应该给火电企

业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煤炭的颓势并不会在短期内结束。目前火电要面临水电

发电量20%左右增长势头的制约。因此，接下来的煤价可能还

要继续保持低位徘徊。很有可能的是，煤炭企业的日子恐怕会

因为电价调整政策而更加难过。因为发电企业日子刚刚好过，

上网电价就随之下降了，这意味着煤价可能还要降，因为电厂

现在话语权比较强。电价降了，电企肯定会继续压煤价，将成

本转嫁到煤炭企业身上。

可以预见的是，电力成本稍做减少，将对某些行业产生利

好，对GDP的增速上行也有好处。但电力企业的伤痛又有谁去

安抚呢？

观察

发电企业的“苦日子”
何时能结束
鲁扬

9月10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
管理提升活动转段视频会议，对第二

阶段工作进行总结并对第三阶段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

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孟建民

充分肯定了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

对实现企业科学管理、落实保增长目

标和促进转型升级发挥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要求中央企业从打造更强经

济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

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化经营；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实现转型升级三个方面

提高对管理提升活动意义的认识，持

续、深入推进管理提升活动。

针对活动转段工作，孟建民要

求中央企业做好“回头看”，认真检

查评价第二阶段各专项领域的提升

效果，特别是企业确定的三到五个

重点问题的突破情况，按照“进度服

从质量”的原则，认真做好“四看四

评”，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在第三阶

段工作中，要全面落实“一五三”战

略，着力推进“三个转变”，加快中央

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继续集中力量解决制约和影响发展

的关键问题，以考核评价进一步促

进管理提升，切实建立健全管理提

升长效机制。

国资委副秘书长郭建新主持会

议，并就中央企业落实会议精神提出

了要求。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企业改革局局长白

英姿通报了管理提升活动第二阶段

总体情况。

会上，武钢就基层单位开展管理

提升活动情况、中国电建就管理诊断

下基层工作、中国建筑就推进集中采

购、中粮集团就深化内部机制改革分

别作了交流发言。

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专项提升对口厅局负

责同志在国资委主会场参加会议。

113家中央企业共设立1144个分
会场。各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和相关人

员，共计约23000人在分会场参加了
会议。

国资委部署中央企业第三阶段管理提升活动

特别报道

中化集团：
打造服务现代农业的国家级名片

中化集团所属中种公司致力打造国家级玉米精品制种基地，图为甘肃张掖农民在流

转土地上收玉米。

作为我国经营种

子、化肥、农药三大农
业投入品规模最大的

中央企业，中化集团

秉承“服务三农、强农

惠农”的理念，构建起
了以科技研发为引

擎、以保障供应为载

体、以科学使用为抓

手的农业一体化服务
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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