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农资价格监管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湖南省物价局关于加强 2013年春耕化肥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

湘价商[2013]48 号

各市、州物价局：
当前我省正值春耕备耕期间，各地已陆续进入用肥旺

季，为切实稳定化肥价格，保障化肥供应，促进农业生产发
展，现就加强 2013 年春耕化肥价格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春耕化肥价格监管和市场供应工作。 各
地价格部门要充分认识抓好当前化肥价格基本稳定和市
场供应对保障春耕备耕、 促进粮食稳产增产的重要意义，
认真落实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关于做好 2013 年春耕化肥
供应工作的通知》(发改经贸〔2013〕205 号)文件精神，加强

与相关部门协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化肥市场监管
和供应工作，进一步搞活化肥流通，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化
肥经营企业价格行为，努力保持化肥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和
正常供应，为春耕备耕和农业生产创造良好条件。

二、加强化肥市场价格和供求信息监测发布工作。 针
对春耕期间化肥需求趋旺，容易引发化肥价格异常波动和
局部市场短期供应不足的实际，各地要密切监视化肥等农
资市场价格变化，加强实地调研走访，早发现问题，早解决
问题，发现价格异常波动应及时预警。 各级价格部门要加

强价格走势和市场供求形势的分析研判，及时在各级价格
网等门户网站以及其他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合理引导生产
和流通。

三、做好化肥生产、流通和供应服务工作。各地价格部
门要继续落实化肥生产价格优惠政策，努力降低化肥生产
和流通成本。加强与农业、供销等部门信息沟通，引导企业
生产和销售符合当地需要的肥料，引导农资经营企业加紧
与生产企业衔接，落实货源，加大采购力度，保障农资市场
货源充足。

四、进一步加强化肥市场监管。 切实加强化肥等农资
市场日常监管， 加大日常执法检查的力度， 通过提醒、约
谈、告诫等事前防范手段，引导经营者加强自律，自觉维护
良好的市场秩序。 切实开展全省涉农价格与收费专项检
查，重点加强对化肥价格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对恶意囤
积、串通涨价、跟风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要依法严肃查
处，并公开曝光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切实维护化肥市场
价格秩序，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的必需
物资，保持农资市场货丰价稳，对稳定
粮食生产，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具有十
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湖南省物
价局不断加强农资价格监管工作，对稳
定农资价格、保障市场供应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一、 着力加强农资市场价格检查。
近年来，湖南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围绕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在全省范
围内大力开展涉农价格和收费专项检
查，重点加强对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
价格监督检查。 今年，在全省价格系统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19 个涉农价费专

项检查组，对全省重要农资生产、经营
企业及相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要求农
资经营单位规范明码标价，一旦发现以
价格串通等不正当手段提高农资价格
的违法行为坚决进行查处。 同时，安排
专人值守“12358”价格举报电话，畅通
农资价格诉求渠道，切实保护农民和企

业的合法权益。
二、积极落实农资生产经营价费优

惠政策。一是积极落实化肥生产企业优
惠用电政策， 努力降低化肥生产成本。
我省中小化肥电价比大工业电价每千
瓦时优惠 0.28—0.31 元，2008 年至
2012年， 中小化肥生产用电量每年约
30 亿千瓦时，5 年累计优惠金额约 45
亿元。 二是积极落实农资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确保农资运输畅通，切实减少
农资运输成本。

三、 认真开展农资市场价格监测及
信息发布。近年来，全省各级价格部门密
切关注农资市场价格动态， 对部分重要
农资价格实行日报、周报、旬报、月报监
测制度， 及时对农资价格变化情况进行
分析和预测，并在“价格在线”网站等相
关媒体及时发布，合理引导生产和流通。

通过全省各级价格部门的大力调控，

近年来全省农资价格累计涨幅明显低于
籼稻价格累计涨幅，保障了农民的种植收
益，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1、 农资价格涨幅明显低于籼稻价
格涨幅。 当前我省早、晚籼稻价格分别
为每百斤 131.8 元、132.5 元， 与 2008
年初相比， 分别上涨 64.13%、53.93%。
当前我省部分重要农资价格与 2008
年初相比， 除碳酸氢铵上涨 42.11%以
外，其他主要品种价格涨幅均远远小于
籼稻价格涨幅。 其中尿素价格上涨
22.39%， 低于籼稻涨幅 36.64 个百分
点；氯化钾上涨 30.55%，低于籼稻涨幅
28.48 个百分点 ； 三元复合肥上涨
29.96%， 低于籼稻涨幅 29.07 个百分
点；敌敌畏上涨 13.94%，低于籼稻涨幅
45.09 个百分点；高压聚乙烯棚膜上涨
6.03%，低于籼稻涨幅 53 个百分点；高
压聚乙烯地膜上涨 3.34%，低于籼稻涨

幅 55.69个百分点。
2、 农资成本涨幅低于籼稻种植成

本涨幅。以早籼稻为例，2006年全省早
籼稻种植成本为每亩 447.64 元， 其中
农资成本为 124.33元。 2012年全省早
籼稻种植成本为每亩 812.9 元，与
2006 年相比增加支出 365.26 元，涨幅
为 81.60%； 其中农资成本为 188.15
元，与 2006年相比增加支出 63.82元，
涨幅为 51.33%， 比籼稻种植成本涨幅
低 30.27个百分点。

3、农资价格的稳定，保障了农民的
种植收益。以早籼稻为例，2006年全省
早籼稻每亩种植现金收益为 295.54
元， 农资成本与其相比占 42.07%；
2012年全省早籼稻每亩种植现金收益
达 583.43 元， 农资成本所占其比例已
降至 32.14%， 降幅在 10 个百分点左
右。

湖南农资价格监管成效明显

当前我省农资市场供应充足。 目
前，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共储备各类
化肥 169.6 万吨，其中尿素 55.8 万吨、
碳铵 32 万吨、 磷肥 23.6 万吨、 钾肥
12.2 万吨、复合肥 46 万吨；农药 7939
吨；农膜 2879 吨。 当前我省的农资储

备加上省内农资生产企业的实际产能，
可以满足全省春耕生产的农资需要。

当前我省部分重要农资价格运行
平稳。 一是化肥价格稳中有降。 当前我
省农资市场尿素、复合肥、钾肥等主要
化肥价格与上年同期比较稳中有降。

每吨复合肥零售价格为 2400-2600
元， 每吨尿素零售价格为 2500-2600
元， 每吨钾肥零售价格为 3500 元，每
吨碳铵零售价格为 800元。与 2012年
相比， 每吨复合肥价格下降 200 元左
右，其他肥料价格基本持平。 二是农药

价格整体平稳。 从目前我省市场销售
的农药情况来看：草甘磷价格为每公斤
40.28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含 80%
乳剂敌敌畏价格为每公斤 22.64 元，较
去年同比下降 5.6%。 三是种子价格严
格按照最高零售价格执行。 目前，已批

复的几家种子公司经营的种子价格严
格按照最高零售价格执行。 其中常规
稻种子售价为每公斤 8-10 元，三系杂
交早稻种子售价为每公斤 30-40 元，
两系杂交早稻种子售价为每公斤 40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个别品种价格
略微上涨外，基本与去年持平。

湖南省电网(已开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地区)销售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1千伏以下 1-10千伏 35-110千伏以下 110千伏 220千伏及以上 最大需量（元 /
千瓦 /月）

变压器容量（元 /
千伏安 /月）

一般工商业用电 0.9060 0.8860 0.8660 0.8460
其中：中小化肥生产用电 0.5387 0.5287 0.5087
大工业用电 0.7097 0.6807 0.6527 0.6287 30� 20�

其中：中小化肥生产用电 0.4187 0.4037 0.3887 30� 20�
农业生产用电 0.5487 0.5287 0.5087 0.4887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
电 0.4117 0.4017 0.3917

单位：元/千瓦时

湖南省农村到户电价最高限价表（通过农电站转供）

类 别
城市郊区，用电量大的集镇

经济发达地区
一般平原、丘陵地区 山 区

一般工商业用电
已“网改” 0.968 0.998 1.05
未“网改” 1.01 1.04 1.09

农业生产用电
已“网改” 0.648 0.668 0.728
未“网改” 0.68 0.708 0.768

贫困县农排用电
已“网改” 0.5 0.53 0.59
未“网改” 0.54 0.57 0.63

2008 年至 2013 年一季度稻谷及农资价格
名称 规格等级 计量单位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一季度

早籼稻 混等平均收购价 元/50 公斤 87.25 92.19 97.87 116.57 129.36 131.82
晚籼稻 混等平均收购价 元/50 公斤 93.58 95.48 104.90 126.73 135.07 132.67

碳酸氢铵 含氮 17%以上
水分≤3.5%国产 元/公斤 0.73 0.65 0.65 0.78 0.82 0.80

尿素 含氮 46% 国产 元/公斤 2.32 1.88 1.93 2.35 2.48 2.40
氯化钾 含氧化钾 50-60% 进口 元/公斤 4.22 3.95 3.36 3.53 3.66 3.62
三元复合肥 含 P.N.K 各 15% 国产 元/公斤 3.17 2.79 2.67 3.06 3.30 3.23
敌敌畏 80%乳剂 元/公斤 21.02 20.80 21.14 22.20 22.57 22.66
高压聚乙烯棚膜 折径 1 米 厚 0.10mm±0.02 元/公斤 15.56 14.31 14.10 14.28 14.55 14.61
高压聚乙烯地膜 厚 0.014mm±0.002 元/公斤 15.32 14.09 13.61 13.78 14.05 14.00

当前我省农资 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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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千瓦时

（本版图文由省物价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