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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品”转向“大产业”

业内人士呼吁推广缓控释肥

□本报记者 张玉洁

6月16日-17日， 在北京举办的第七届

国际缓控释肥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业内人

士建议， 未来缓控释肥应该向行业标准化、

市场规范化、推广全面化方向发展，由“小

产品” 向“大产业” 转变，使“智能肥” 成为

国内主流产品，提高我国化肥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目前化肥处于“过剩”时代，缓控释肥

成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剂。

未来提升空间大

缓控释肥料肥效长，养分释放速率和数

量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其养分释放规律与作

物养分吸收基本同步，可大幅提高肥料利用

率，减少施肥次数，具有节能减排、减少环境

污染的特点，是未来肥料行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 研究结果表明，缓控释肥在超级杂交水

稻高产高效栽培中优势明显。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土肥技术

处杨帆副处长在会议上表示：“除在大田作

物节氮增产效果明显之外， 缓控释肥在荔

枝、蜜柚等南方需肥量较大的水果上增产显

著，推广前景广阔。 在减少20%的氮肥用量

情况下，水稻、玉米等作物的产量没有明显

减少，这对于减少氮肥淋失，减轻面源污染

具有重要意义。 ”

齐鲁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从产业角度，

缓控释肥具备显著优势。“启动高效缓控释

肥使用补助试点” 预计下半年有望得以落

实，这将增加农民购买和使用缓控释肥的积

极性，加快缓控释肥推广速度。同时，缓控释

肥作为农业减排技术，逐渐受到关注，减排

补贴值得期待。 如果未来得以铺开，将从另

一角度加速缓控释肥的推广。

根据磷复肥协会统计，2013年我国缓控释

肥产量不到300万吨， 在复合肥中仅占5-8%，

仅占肥料行业1%-2%，未来提升空间大。

此外，缓控释肥原料单质肥目前严重过

剩，企业对于上游议价较强，成本的降低使

缓控释肥成为提升生产企业毛利率的 “利

器” 。 上市公司中，涉及到缓控释肥的主要

有金正大、芭田股份和新都化工。 其中金正

大占国内缓释控肥产能50%以上，其差异化

产品的毛利率要高出普通复合肥5%以上。

在化肥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缓控释肥可谓

“一枝独秀” 。

目前处于“非主流”

尽管前景广阔，但目前缓控释肥还处于

“非主流” 。

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张强

指出，虽然我国缓控释肥发展迅速，但也存

在很多问题。 目前，我国缓控释肥产业整体

规模小，对农业增收节支贡献仅占肥料行业

的1%-2%。企业之间的工艺、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跟风生产销

售，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国内缓控释肥市场

比较混乱，很多企业只将缓控释肥料作为宣

传营销的噱头，其产品却并不能取得控释效

果。 缓控释肥料的价格相对较高，农民的认

知度不高。

金正大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将从建立科

学示范体系、完善农化服务体系和创新市场

营销方面加大对缓控释肥的推广。

在渠道创新方面，金正大已与335家邮政

物流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涵盖25个省，通过邮

政系统销售的产品占总销售收入的26%。 此

外，针对规模种植户的兴起，公司专门设立施

美公司对此类客户进行开发和服务。

此外，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将加速

产品推广。 农资网购服务平台越来越多，部

分公司借助微信平台进行产品宣传、农化服

务知识传播。 以云农场为例，2013年底上

线，2014年2月开始在山东济宁推广，1个半

月注册农户超过1万户、交易额超过4000万

元。目前金正大缓控释肥在该平台上销售近

30000袋。

在政策扶持方面，业内人士建议，国家

应积极制定和严格执行相关行业或国家标

准，杜绝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进入市场。 在补

贴方面，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借鉴有机肥补

贴的经验，避免犯同样错误，可以先选择一

部分作物（如玉米）进行试点。

东华实业调整重组方案 做强房地产业务

□本报记者 傅豪

东华实业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在新发布的方案中，公司根据拟注入资

产实际情况对前期发布的预案进行了调整，并约

定标的资产未来三年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净利润

合计不低于11.2亿元，且制定了相应补偿协议。

公司表示，东华实业控股股东粤泰集团及

其关联方拟通过本次交易，消除与上市公司的

同业竞争，并将其持有优质房地产开发类资产

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东华实业在房地产领域的

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资产评估值减少2.42亿元

此次东华实业将向粤泰集团、淮南中峰、广

州新意、城启集团、广州建豪、广州恒发、广州豪

城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房地产业务资产。

因2013年利润分配为每10股派发现金1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由5.8元/股调整为5.7

元/股，约发行7.6亿股。 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价格由5.22元/

股调整为5.12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14.4亿元。

另外，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截至2014年2

月28日账面价值为9.43亿元， 评估值为43.32

亿元， 比重组预案披露的标的资产预估值

45.74亿元减少2.42亿元。

公司介绍，调整的主要原因为，淮南置业

因淮南天鹅湾（北）项目未能在评估基准日与

当地国土部门签署土地出让合同并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该项目未能纳入评估范围，导致标

的资产评估价值减少2.05亿元。 但该项目同样

将在此次重组中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无需

对此项目支付对价。 广州天鹅湾项目考虑到一

期已基本销售完毕， 故不再纳入标的资产范

围，导致标的资产评估值减少约0.34亿元。

约定业绩承诺

此次重组方案约定了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承

诺标的资产2014年到2016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

司扣非净利润合计不低于11.2亿元，如果实际净利

润低于该承诺，则交易对方按照约定进行补偿。

根据公告，此次重组资产具体包括：粤泰

集团持有的淮南置业60%股权、海南置业52%

股权； 淮南中峰持有的淮南置业30%股权；广

州新意持有的海南置业25%股权；城启集团持

有的广州天鹅湾项目；广州建豪持有的雅鸣轩

项目一期； 广州恒发持有雅鸣轩项目二期；广

州豪城持有的城启大厦投资性房地产。

本次重组系粤泰集团及其关联方将其持有

的与东华实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资产等注入上市公司，将解决粤泰集团与上市公

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自2010年以来，在房地产持

续调控的背景下，东华实业近几年的盈利能力有

所下降。 此次注入的资产中，粤泰集团的经营业

务主要涵盖投资上市公司股权、房地产和矿产资

源等行业，2011年到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

为11.12亿元、25亿元、20.2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378万元、2.8亿元、1.6亿元。 广州豪城、 广州新

意、城启集团、广州恒发、广州建豪、淮南中峰等

拥有优质房地产项目或地块储备，注入后将显著

提升东华实业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

据了解， 东华实业受北京天鹅湾项目完结

和新售项目结转周期影响，2013年收入规模有

所下降， 但在2014年新售项目广州益丰项目将

达到确认条件， 预计公司2014年收入规模及盈

利将有较大提高。 现金流上，公司储备项目广州

嘉盛项目、广州旭城东华西项目预计在未来2-3

年将为公司带来较大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供给收缩

部分有色品种或现供需缺口

□本报记者 于萍

今年以来，镍、铝等有色金属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供给收

缩的预期令市场对部分有色品种价格走势较为乐观。业内人

士预计，在印尼出口禁令、市场去库存以及下游需求增长的

多重影响下，部分有色金属品种或将逐步出现供需缺口。

价格波动明显

今年上半年， 镍价一路高歌猛进， 此后铝价也快速反

弹。 供给收缩成为推动这些金属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安泰科数据显示，6月17日铜、铝、铅、锌等基本金属报

价均较前一日有所上升。 其中，铝均价为13270元/吨，锌均

价为15370元/吨，镍均价为128750元/吨。 从6月上旬国内

部分企业的报价来看，A00铝报价维持在13320-13700元/

吨的水平， 锌锭报价约15210-15500元/吨，1#锡报价约

143000-145000元/吨，1#镍价格则达到130000-132000

元/吨。 其中，镍价较年初上涨幅度已经超过40%。

今年年初，印尼实施出口禁令，禁止国内原矿出口。 由

于印尼一直是全球铝土矿、镍和其他矿物的主要供应者，这

一禁令也抬升了市场对于相关品种价格上升的预期。

据了解，印尼铝、镍矿出口占全球供应量的比重分别为

16%和25%。 民生证券认为， 由于国内铝土矿品位不断下

降，港口囤积的低成本铝土矿即将消耗殆尽。印尼从年初以

来禁止出口铝土矿的政策将刺激价格上涨。 随着出口禁令

的发酵，再加上市场看好铝制车身应用前景，不少机构预计

下半年电解铝价格将反弹，并呈现逐年上涨趋势。

除了镍、铝等受到供给因素影响外，市场也预计锌供应

短缺将在未来有所显现。 国际铅锌组织预计今年短缺量将

达到17.5万吨。 相关数据也显示，2014年以来，锌库存持续

下降，目前全球库存已回落至100万吨以下。 同时，全球锌

需求依旧增长较快，未来锌市场可能会出现真正的短缺。安

信证券认为，部分大型锌矿即将在未来关闭，锌供应缺口将

逐步扩大，但短期内还未能形成较大冲击。

落后产能淘汰加快

尽管部分有色品种面临供应缺口，但国内节能减排、淘

汰落后的脚步并未放缓。

近期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发布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

负面清单及能效指南（2014版）》，这也是国内产业结构调

整领域首次按照负面清单理念制定的指导目录， 涉及了化

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等12个行业、386项限制类、淘汰

类生产工艺、装备等。

日前河北省发改委等部门也联合发文， 加大差别电价

政策实施力度，运用价格手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 要求对钢铁、水泥、铁合金、电石、烧碱、黄磷、锌

冶炼行业淘汰类、限制类生产设备（生产线、工艺）用电实

行差别电价政策， 差别电价加价标准每千瓦时为淘汰类不

得低于0.4元，限制类不得低于0.1元。

业内人士表示，与国际市场短缺相比，不少有色品种在

国内仍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 甚至出现新增产能高于淘汰

产能的现象。 未来国内对于有色金属部分品种的淘汰落后

步伐仍在加快，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将受到影响和调整。

中信国安

打造北海生态旅游项目

□本报记者 于萍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北

海市政府联手中信国安，以旅游、

文化、 金融三大产业为发力点共

同打造北海生态旅游项目。

据介绍， 中信国安北海生态

旅游项目占地6676亩，位于北海

市主城区东南大冠沙区域。 项目

海岸线长达9公里， 为北海银滩

的东段起点， 其南侧有千顷红树

林，百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

等生物在此繁衍栖息， 是我国罕

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相关人士表示， 中信国安此

次联手北海市政府打造生态旅游

项目，其定位紧紧围绕“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国家战略构想，

适应发展海洋经济合作要求，以

“金融、文化、旅游” 三大产业为

核心，统筹海陆资源，结合地块现

有优势， 力争建设成国际性的海

上丝绸之路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