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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九是企业间团结协作，联合开展毒性、环境、生
态等方面实验，有效控制成本。十是积极争取参与政

毒死蜱产品协作组单位：
单 位 名 称

府部门授权、委托的标准制定和准则修订，如产品质

组长单位

量标准、准入条件、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进而提升行

副组长单位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天成农药有限公司

业水准。
组长单位红太阳集团杨寿海董事长表示，由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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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行业动态

成员单位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药行业产能过剩、市场价格低迷、竞争激烈，上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各企业参会代表对当前乙草胺生产形势及前景发

乙草胺生产企业的审批建议；甲叉法酰胺类除草剂生

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当前严峻的竞争环境下，乙草胺

产技术已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农药行业清洁生产

的年度生产周期从8个月锐减到4个月，个别企业甚至

技术推行方案》中，环保部已将乙草胺的醚法生产工

开不足4个月，生产装置闲置情况严重，各代表希望

艺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工艺”，如何改进工艺、

通过协作组建立行业自律机制，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

加强污染物处理尤为重要，这也是乙草胺协作组下一

乙草胺供求市场。会上还讨论了“乙草胺产品协作组

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公约”，选举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乙

年毒死蜱原药生产企业基本处于成本价格倒挂，存在

江苏丰山集团有限公司

草胺协作组组长单位，由蔡建国董事长担任组长的决

着或多或少的亏损。近期协作组应该围绕四个核心问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议。

题开展工作，第一，加大毒死蜱产品应用推广。借鉴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跨国公司的先进经验，进行环境友好、经济型制剂的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和销售，开发应用技术，抢占终端市场。第二，

乙草胺产品协作组单位：
单 位 名 称

座谈会上，邻甲苯胺生产企业江苏淮河化工有限
公司和2-甲基-6-乙基苯胺（MEA）生产企业昆山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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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

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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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草胺原料的生产情况，并表示愿意规范、协调乙草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

三倡导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切实运用到生产和销售

青岛好利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胺原料市场，使原料生产企业和乙草胺生产企业保持

济南科赛基农化工有限公司

的整个环节；第四团结协作，促进市场竞争良性有序

广东省英德广农康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东风化工有限公司

发展，通过合作达到共赢。

山西三维丰海化工有限公司

稳定的供求关系，共同维护乙草胺产业链的健康发
展。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乙草胺协作组组长蔡建国建议，加强酰胺类除草

大连瑞泽农药股份有限公司

剂品种的横向联系，吸纳丁草胺、甲草胺、异丙甲草

内蒙古宏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胺等酰胺类除草剂主要生产企业加入协作组；倡议现

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

有乙草胺及其原材料生产企业不要继续扩大产能，并

昆山市化学原料有限公司
河南颖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将以乙草胺协作组的名义向工业与信息化部提出暂停

曾 途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2010年6月18日，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在北京组织

工率急剧下降、销售价格大幅波动等问题，给企业和

召开了“乙草胺协作组成立座谈会”，南通江山农

行业带来巨大损失。成立乙草胺协作组，目的是通过

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乙草胺主要生产企业的代

发挥行业的自律作用，控制产品产能产量，共同创造

表，以及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等3家乙草胺基础原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证了协作组的诞生。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罗海章理事长在座谈会上指

多菌灵、代森锰锌等三个产品协作组在中国农药工

在成立大会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理事长罗海章

出，成立乙草胺协作组，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抑

业协会第八届三次理事会期间宣告成立。这三个产

对大宗产品协作组的成立背景及其作用寄予厚望。

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我国除草剂产能、产量已

制产能过剩，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和假冒伪劣，优化

品的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

他说，目前我国农药品种很多，在国内登记的有600

经超过杀虫剂，2009年我国除草剂已占全国农药总产

生产工艺，提高“三废”治理水平，共同维护好乙草

限公司、利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新河农用化

多种，而在农药产量、销售额、出口量中都占有很

量的36.1%。乙草胺是我国旱田除草剂重要品种，是

胺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秩序。乙草胺协作组成立

工有限公司、江阴苏利化学有限公司、江苏宝灵化

大份额的则主要是经常使用的几十个非专利农药

仅次于草甘膦的第二大除草剂品种。目前全国年产能

后，应重点研究四方面工作：如何增强国际竞争力；

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河

品种，包括吡虫啉、草甘膦、百草枯、阿维菌素、

超过13万吨，年产量6～7万吨，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江

如何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如何加强行业自律；如何

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安徽广信农化集团有限公

2,4-D、毒死蜱、百菌清、多菌灵、代森锰锌、乙

苏，浙江、辽宁、内蒙古等省份也有企业生产。在快

形成原材料和乙草胺产品的上下游联动，最终达到保

司、宁夏天喜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宝叶化工有限公

草胺、乙酰甲胺磷等。我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非专

速发展的同时，原药及其中间体出现了产能过剩、开

护好乙草胺这个品种的目的。

司等十家企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均出席了会议并见

利农药生产和出口国，直接影响着世界农药市场的

料邻甲苯胺和2-甲基-6-乙基苯胺（MEA）配套生产企
业的代表共计2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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