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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是国家战略物质，肥料是粮食的粮食，FAO估计，肥料养活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据
白由路团队7000多农户调查，肥料投入占农民农业生产投入的39.3%。肥料产业发展和
肥料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



欧盟，日本和美国种植面积粮食总产粮食单产与化肥用量



1阶段

3阶段

2阶段

第一阶段：化肥用量和粮食产量快速增长

第二阶段：“化肥零增长”，粮食产量继
续提高

第三阶段：化肥用量减少20%，但粮食
产量持续增长，环境污染得到改善

中国怎么办？化肥“零（负）增长”行动计划



承担肥料登记管理，负责肥料相关监督管理，组织推广科学施肥
技术、开展肥料供求、使用情况调查和安全性评价，指导肥料包
装废弃物回收，拟定科学施肥有关标准。



肥料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概念层出不穷，产品质量鱼龙混
杂，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

环保督查、煤改气、化工企业进园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规划等
等，导致供给不足，价格上升，不法企业造假冲动明显

肥料监督管理归口农业部，但目前管理手段较少，行业协会和有关
部门影响巨大，肥料登记、肥料监督抽查、肥料标准制修订和肥料
信息监测等，成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肥料行业管理非常重要的
手段和方式。



我国的肥料肥料登记管理



• 1989年，农业部颁布了关于肥料、土壤调理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检验登记的暂行规定，

经检验合格的，由农业部发给产品登记许可证。

• 1996年农业部将微生物肥料产品纳入“一肥两剂”登记管理范畴。

• 2000年6月12日，农业部以第32号部长令颁发《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 2001年5月25日，农业部以第161号公告发布《肥料登记资料要求》，规定了肥料登记申

请者需要提交的各种资料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十五条

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种子、农业机械等可能危害

人畜安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经营，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实行登记或者许可制度。



2015年9月6日起，肥料登记纳入行政审批综合办公，推行“三取消”。

• 1.取消提交肥料样品的规定。

• 2.取消质量复核性检测的规定。

• 3.取消肥料残留试验、肥料田间示范试验资料的规定（此项规定意味着肥

料临时登记转为正式登记不需提交田间示范试验报告）。



• 2017年12月29日，农业部修订编制了“肥料登记”行政许可事
项服务指南，调整“三项要求”：

• 1.将“肥料临时登记”和“肥料正式登记”合并为“肥料登记”，肥料
登记证有效期为五年。

• 2.将“田间示范试验”和“田间试验”合并为“田间试验”。申请人可
按要求自行开展肥料田间试验，也可委托有关单位开展。

• 3.明确申请人在申请农业部肥料登记时，应提交符合《肥料登记服务指
南》要求并经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封样的肥料样品，由农业部委托有
关机构开展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试验。



“肥料登记”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还确认“三项规定”：

• 1.取消缴纳肥料登记费的规定。

• 2.取消省级登记肥料产品在跨省销售使用时需向销售使用地省级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

• 3.明确植物生长调节剂不纳入肥料登记管理。



• 肥料登记的三种类型

• 1.肥料登记：将以前的临时登记和正式登记合并为肥料登记。

• 2.肥料续展登记：需提交年度质量检验报告，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出
具意见的生产企业条件考核表。

• 3.肥料变更登记：在登记证有效期内，改变产品使用范围、名称和企业名
称等未涉及产品质量的，生产者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如变更涉及产品内涵，

如改变成分、剂型，则不属于变更登记范围，应重新申请登记。



按肥料种类划分 产品通用名称

1、大量元素肥料类（8种）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尿素硝酸铵溶液、农业用改性硝酸铵、农业用硝酸
铵钙、农业用硫酸钾镁、农业用氯化钾镁、缓释肥料、增效氮肥

2、中量元素肥料类（4种） 中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肥料、农业用硝酸钙、农业用硫酸镁

3、微量元素肥料类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微量元素肥料

4、有机肥料类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含腐植酸水溶肥料、有机水溶肥料

5、土壤调理剂类 土壤调理剂、农林保水剂

6、微生物肥料类 微生物菌剂（根瘤菌菌剂、光合细菌菌剂、有机物料腐熟剂、土壤修复
菌剂、内生菌根菌剂、微生物浓缩制剂）、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
料

7、其它类 肥料增效剂



按审批种类划分 产品通用名称

直接审批产品（8种）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微量元素水溶肥

料、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尿素硝酸铵

溶液、农业用改性硝酸铵、农业用硝酸铵钙

评审审批产品（12种） 农业用硫酸钾镁、农业用氯化钾镁、缓释肥料、增效氮肥；

中量元素肥料、农业用硝酸钙、农业用硫酸镁；微量元素

肥料；有机水溶肥料；土壤调理剂、农林保水剂；肥料增

效剂；



产品通用名称 执行标准 登记产品数量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NY 1107-2010 3229

中量元素水溶肥料 NY 2266-2012 1355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 NY 1428-2010 2489

中量元素肥料 126

微量元素肥料 17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NY 1106-2010 2929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 NY 1429-2010 2815

土壤调理剂 165

有机水溶肥料 321

农林保水剂 NY 886-2016 9

缓释肥料 通用要求 NY/T 2267-2016 30

增效氮肥 2

肥料增效剂 8

农业用硫酸镁 7（免于登记）

农业用硝酸钾 3（免于登记）

农业用氯化钾镁 企标 1

农业用硫酸钾镁 企标 20

农业用改性硝酸铵 NY 2268-2012 7

农业用硝酸铵钙 NY 2269-2012 37

农业用硝酸钙 5

尿酸硝酸铵溶液 NY 2670-2015 21

磷酸二氢钾 HG/T2321-2016 1（免于登记）

13597

序号 产品通用名称 执行标准 登记产品数
量

菌剂类产品 微生物菌剂 GB 20287 3263

根瘤菌菌剂 49

光合细菌菌剂 32

生物修复菌剂 1

土壤修复菌剂 13

内生菌根菌剂 3

有机物料腐熟剂 280

菌肥类产品 生物有机肥 NY 884-2012 1999

复合微生物肥料 NT/T 798-2015 1355

合计 6617



全国肥料质量监督抽查（2018年）



覆盖重要用肥省份

21个省

覆盖重要肥料品种

复合（混）肥料、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提高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研讨修订肥料监督抽查规范
，对抽样、确认、检测、异
议处理、结果会商和报告编
制全过程进行控制

提高队伍素质和技术水平

制定实施方案，开展分级培训
，严格程序要求，加强质量控
制



4月，制定监
督抽查工作方案

8月，省级
培训和开展现

场抽查

10月，完成结果
上报；组织全国监
督抽查培训；开展
异议样品委托检验

12月，全面总结和
编制监督抽查新增专
项方案

7月，全国农
技中心研讨制定
实施方案；各承
担单位制定实施
细则

9月，完成抽
查样品分析和结
果反馈；处理异
议

11月，完成抽查
结果会商、报告编
制和上报

2019年1月，
编制新增肥料管理
专项肥料监督抽查
预算

6月，部办公
厅印发通知

5月，肥料监
督抽查工作研

讨













谢谢大家!

肥料样品250个，合格227个，合格率90.8%。其中，复混肥料
（复合肥料）样品173个，合格率96.5%；掺混肥料样品9个，
合格率100%；大量元素水溶肥68个样品，合格率75%。
抽查肥料生产企业82家，合格率95.1%。
抽查农资市场42个，涉及126家肥料经销单位，经销单位合格
率84.9%；抽查样品168个，合格率88.7%。

抽查不合格项目包括单一养分和总养分含量不足，氯离子含
量超标和重金属含量超标等。
单一养分和总养分含量不足占不合格样品数的86.9%；其中，
总氮含量不足的占13.0%，有效磷含量不足的占26.1%，钾含
量不足的占30.4%。中微量含量不合格的占47.8%；重金属超
标的占26.1%。



探索建立上下联动的机制
调度省级抽查情况，强化工
作配合协同

提高工作的规范性

文件规范，实施方案规范，
行业标准规范，检测质量
控制

扩大行业影响

加强工作统筹，加强不合
格企业整改跟踪，强化总
结，加强宣传

扩大监督抽查范围和频次

将更多市场更乱的肥料品种
纳入监督抽查范围；1次变
2次。

扩大覆盖省份

由21个省份扩大到29个省份

扩大参与的质检机构
7+1,7个肥料质检中心+1
个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质
检中心

1

2

6

5

43

监督
抽查

2019年肥料监督抽查情况



1月，制定监督
抽查工作方案

5月，省级培训和
开展春季市场抽
查；开展微生物
肥料抽查

7月，春季抽查
结果会商；春季
抽查结果上报；
发布部公告；秋
季抽查开始

9月，完成秋季抽
查分析和结果上
报

4月，全国农技
中心印发实施方
案；组织培训；
各承担单位制定
实施细则

6月，完成春季
抽查样品分析，
上报抽查结果；
开展微生物肥料
抽查

8月，继续秋季
抽查，微生物肥
料抽查

10月，完成秋季
抽查结果会商；
结果上报

3月，部办公
厅印发通知

2月，肥料监督抽
查工作研讨

11月，完成秋季抽查
结果公告；开展不合
格企业整改；省级抽
查结果上报

12月，全面总结
，制定明年监督
抽查计划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6月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019年上半年全国肥料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肥料样品323个，合格291个，合格率90.1%。其中，复混肥料（复合
肥料）样品227个，合格率94.7%；大量元素水溶肥96个样品，合格率
79.2%。

生产环节：在116家肥料生产企业抽查样品125个，其中合格样品114
个，合格率为91.2%。
流通环节：在157家经销单位抽查样品198个（涉及147家生产企业）
，合格样品177个，合格率为89.4%。
从生产企业抽取的复混肥料合格率略低于从经销单位抽取样品；但大
量元素水溶肥合格率高10个百分点。

抽查不合格项目包括单一养分和总养分含量不足，氯离子含量超标和
重金属含量超标等。
单一养分和总养分含量不足占不合格样品数的75%；其中，总氮含量
不足和有效磷不足的各占6.25%，钾含量不足的占15.6%。中微量含量
不合格的占46.88%；重金属和氯离子超标的各占12.5%。



肥料监督抽查主要目的就是督促肥料企业提高
肥料质量，净化肥料市场，保障农业生产用肥
安全。

-梳理生产工艺流程；
-梳理质量控制体系；
-梳理企业管理程序。



我国肥料门市价格信息和
主要农作物农户施肥信息监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体系队伍不稳
激励动力不足
素质能力不强
服务内容不够
方式方法不活



谢谢大家!
大体系观：
构成：国家队/特种兵/生力军
特征：有序/高效/全能



谢谢大家!
未来已来：
竞争与合作/震荡与冲击/淘汰与调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生产企业 流通企业 职业农民

通过肥料门市价格监测分析，为供需结构调整、政策制定提供建议，为维

护市场秩序提供决策依据，为农民及肥料生产、流通企业提供科学用肥指

导，降低肥料投入成本，促进肥料减量增效。

全国主要肥料品种

门市价格信息监测分析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全国肥料门市价格
信息监测数据平台
系统架构及设计



谢谢大家!

种植企业 合作社 职业农民

通过肥料肥料施用情况监测分析，提出政策措施建议及科学施肥建议，减

少化学肥料的投入，降低肥料对环境的影响，普及科学施肥知识，提高科

学施肥水平，促进肥料减量增效。

全国主要农作物

肥料施用情况监测分析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全国农户施肥信息
监测数据平台系统
架构及设计



谢谢大家!自己不要怕麻烦，
少给用户添麻烦，
别给管理找麻烦。

便利简单 +       利益机制

技术指导（测土施肥推荐,技术推送）

咨询服务（问答/真假查询/免费学习卡）

利益激励（挂牌/金币/对接）



谢谢大家!
肥料农业行业标准制修订；
有机肥料风险监测评价；
肥料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研制；
肥料质检机构检测能力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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