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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农民朋友

买肥料须认真鉴别 莫图便宜上当受骗
近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
举报，有一伙来历不明的外地人，打着国
家某科研单位或某某大品牌化肥厂家的
幌 子 ，在 我 县 部 分 农 村 销 售 有 机 肥
（50kg 一袋，售价 150 元）。在此，特别
提醒农民朋友，买肥料不能只图价格便
宜，要认真鉴别肥料的真假，防止上当受
骗。下面，笔者就肥料的相关知识做详
细的介绍。
一、怎样鉴别真假化肥
（一）包装鉴别法
1.检查标志：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
求》国家标准规定，化肥包装袋上必须注
明产品名称、养分含量、等级、商标、净
重、标准代号、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
码等标志。如上述标志没有或不完整，
可能是假化肥或劣质化肥。
2.查包装袋封口：对包装袋封口有
明显拆封痕迹的化肥要特别注意，这种
现象有可能掺假。
（二）形状、颜色鉴别法
1.尿素：白色或淡黄色，呈颗粒状、针
状或棱柱状结晶体，无粉末或少有粉末。
2.硫酸铵：白色或浅色结晶。
3.氯化铵：白色或淡黄色结晶。
4.碳酸氢铵：白色或微灰色结晶。
5.过磷酸钙：深灰色、灰白色、浅黄
色等疏松粉状物，块状物中有许多细小
的气孔。
6.钙、镁、磷肥：灰白色、灰绿色或灰
黑色粉末，看起来极细，在阳光的照射
下，一般可见到粉碎的、类似玻璃体的物
体存在，
闪闪发光。
7.硫酸钾：白色晶体或粉末。
8.氯化钾：白色或淡红色颗粒。
9.农业用硫酸锌：白色或微带颜色的
针状结晶。
10.磷酸二氢钾：
白色结晶。
(上接一版)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
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
贯之进行下去。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
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
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
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
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
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
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
革命 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
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
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
辛 万 苦、付 出 各 种 代 价 取 得 的 宝 贵 成
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
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
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
大的。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
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而 不 是 别 的 什 么 新 时
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
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昨天的成
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
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

冒化肥
（一）氮肥市场上出现的假冒尿素有
两种情况：
1.尿素与碳酸氢铵混装，即化肥袋
内上层是尿素，下层是碳酸氢铵。其特
点是上面流动性好，下面不流动甚至结
块，且可闻到刺鼻的氨气味。出现这种
情况，
即可断定掺有碳酸氢铵。
2.尿素与硝酸铵混装。其共同点是：
均为白色、无味、流动性好、燃烧冒白烟的
颗粒肥料。其不同点是：尿素颗粒较大、
呈半透明状、松散、无反光和潮湿感，
放在
烧红的木炭或铁板上迅速熔化，
且有刺鼻
熏眼的氨气释放；硝酸铵颗粒较小、表面
发亮、有明显的反光和潮湿感，放在烧红
的木炭或铁板上发生剧烈反应、放出气
泡、产生
“滋滋”
的响声。通过外观、手感、
火烧等测试，显示出的这种不同特点，表
示尿素中掺混有硝酸铵，
属假冒尿素。
（二）磷肥市场上假冒普通过磷酸钙
的主要有磷石膏、钙镁磷肥、废水泥渣
等，其区分方法如下：
1.外观。普通过磷酸钙为深灰色或
灰白色、浅灰色疏松粉状物，有酸味；磷
石膏为灰白色的六角形粒状结晶或晶状
粉末，无酸味；钙镁磷肥，没有酸味，是很
干燥的玻璃质细粒或细粉末；废水泥渣
为灰色粉粒，无光泽，有较多坚硬物，粉
碎后粉粒也比较粗，没有酸味；砖瓦粉末
的颜色发蓝，粉粒也较粗，无酸味。
2.手感。普通过磷酸钙质地重，手
感发绵但不轻浮；磷石膏质地轻，手感发
绵比较干燥；废水泥质地比普钙重，手感
不发腻、不发绵、不干燥、有坚硬水泥渣
存在。
3.水溶性。普通过磷酸钙部分溶于
水，磷石膏、钙镁磷肥不溶于水，废水泥
粉加水成浆，重新凝固。在识别中，若发

现普钙中有土块、石块、煤渣等明显杂质
的，则为劣质普钙；若发现有酸味过浓、
水分较多的，则为未经熟化不合格的非
成品普钙。
（三）复合肥市场上多是以颗粒状物
冒充硝酸磷肥、重过磷酸钙，
也有用普钙、
硝酸磷肥、
硫磷酸铵假冒磷酸二铵的。它
们之间有着相似的颜色、颗粒和抗压强
度，
但成分种类、
含量、
价格差别很大。
1.外观：磷酸二铵不受潮情况下，中
间黑褐色，边缘微黄色，颗粒外缘微有半
透明感，表面略光滑，呈不规则颗粒；受
潮后颗粒颜色加深，无黄色和边缘透明
感，水浸后颗粒同受潮颗粒表现一样，并
在表面泛起极少量粉白色。硝酸磷肥透
明感不明显，颗粒表面光滑，呈黑褐色的
不规则的颗粒。重过磷酸钙颗粒肥为深
灰色颗粒，过磷酸钙颜色要浅些，呈灰
色、浅灰色，
表面光滑程度差些。
2.水溶性：硝酸磷肥、磷酸二铵、重过
磷酸钙均溶于水，颗粒过磷酸钙不完全
溶于水。
3.火烧：
磷酸二铵、
硝酸磷肥在红木炭
上均灼烧能很快溶化并放出氨气，
重过磷
酸钙和过磷酸钙没有氨味，
特别是过磷酸
钙颗粒形状根本没有变化。
在购买前，先拿几粒化肥，放在锡纸
上，用打火机或蜡烛燃烧，化肥粒能全部
燃烧尽的，是“硫酸钾”型化肥，不能燃烧
的是“氯基”型化肥。含量较低的，杂质
较多的化肥，在燃烧过程中，化肥粒不跳
动，越烧越大越黑越硬，这样的化肥就不
要购买了。
农民朋友在购买化肥时，可以根据
肥料固有的特征和属性，用自己的办法
就可以区分出其真伪和优劣，避免在购
买化肥时上当，谨防将假冒伪劣化肥购
买到家。
（吕占友）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
卷人。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
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
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
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
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
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
习近平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
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
须抓住“关键少数”。中央委员会成员和
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念过
服力的真理力量。
硬，带头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
习近平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
实实践者；必须做到政治过硬，牢固树立
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四个意识”，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革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
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
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统揽
规矩；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
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我们党必
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
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
和人民负责；必须做到能力过硬，不断掌
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
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全
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面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做到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
作风过硬，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广泛开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
展调查研究，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
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
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在真心实
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
意向人民学习中拓展工作视野、丰富工
展的内在需要。
作经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在倾
习近平强调，必须看到，决胜全面建
听人民呼声、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自觉
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
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在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
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持之以恒克
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影响党的先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久为功祛除享
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这决定了新时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把践行“三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
严三实”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养成一
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 种习惯、化为一种境界。要加强道德修
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
养，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辨
的自我革命精神。
是非善恶，追求健康情趣，不断向廉洁自
习 近 平 指 出 ，以 史 为 鉴 可 以 知 兴
律的高标准看齐，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
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
止，守住底线、不碰高压线。每个领导干
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
部都应该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从小
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
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范自己，坚决反对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惯在受监督和约
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炼就过硬的作风。
习近平强调，
“ 备 豫 不 虞 ，为 国 常
道”。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
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
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越是取得成绩的
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
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
覆性错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
复
杂敏感的周边环境、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
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
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也要
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
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十分重要的讲话深刻阐述了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
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
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
以贯之等重大问题，对我们深入理解和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理解和
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理解和贯彻党中央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定力，
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一定要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切实贯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其他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军队各大
单位、
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
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三）气味鉴别法
1.碳酸氢铵是有明显刺鼻氨味的颗
粒；因为氨水是有强烈刺鼻氨味的液体。
2.重过磷酸钙是有酸味的细粉。如
购买的这种磷肥有刺鼻的怪酸味，
则说明
生产过程中可能使用了废硫酸，
这种产品
有很大的毒性，极易损伤或烧死作物，尤
其是水稻秧田不能用。
（四）加水溶解鉴别法
取需检验的化肥 1 克，放在干净的
玻璃管或玻璃杯、白瓷碗中，加入 10 毫
升蒸馏水或干净的凉开水充分摇动，看
其溶解的情况：
1.全部溶解的是氮肥或钾肥。
2.溶于水但有残渣的是过磷酸钙。
3.溶于水无残渣或残渣很少的是重
过磷酸钙。
4.溶于水但有较大的氨味的是碳酸
氢铵。
（五）加热火烧鉴别法
将一块干净的铁片慢慢加热，将化
肥放在上面，各种化肥表现差别很大。
1.尿素很快熔化并挥发掉，同时冒
有少量白烟，可闻到氨气味。
2.硫酸铵缓慢地熔化，并伴有氨气
味放出。
3.硝酸铵发生燃烧，甚至爆炸，并伴
有白烟产生，能闻到氨气味。
4.氯化铵可闻到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并伴有白色烟雾，迅速熔化并全部消失，
在熔化的过程中可见到未熔部分呈黄色。
5.过磷酸钙加热时不稳定，可见其
微冒烟，
并有酸味。
6.钙镁磷肥在火上加热看不出变化。
7.复混肥料在火焰上加热时，可见
到白烟产生，并可闻到氨气味，不能全部
熔化。
二、用上述五种方法来识别几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