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GRO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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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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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单位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员单位

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石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农化工有限公司

学原料有限公司和河南颖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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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胜邦鲁南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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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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求关系。如何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控制
产能过剩，避免恶性竞争，打击假冒伪劣和非法生
产，优化工艺路线，提高环保治理水平，维护国际
国内市场秩序，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提高中国农药产品竞争力，占有更大的国际市场份
额，掌握更多的国际市场话语权，这是我们整个中
国农药行业必须共同关心和共同为之不懈努力的光
荣任务。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于今年年初开始，选就大宗产
品成立各农药产品协作组，吡虫啉、百草枯、阿维

工原[2010]第106号
协作组成立大会会议现场

根据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审核合格并颁（换）发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609个

菌素、2,4-D等4个产品率先成立了协作组。这4个产
品协作组的成立，不但为企业老总进行沟通交流创

建议；3.讨论共性生产工艺技术，进一步优化生产工

造了一个平台，更为及时掌握产品发展过程中遇到

艺，提高生产技术、装备及自控水平；4.讨论“三

的困难和问题，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向相关政府部

废”处理技术，减少环境污染，倡导和推行以“环

门提出政策建议和寻求帮助提供了有效途径。

境、健康、安全”为核心内容的责任关怀理念，开发

经过相关生产企业的长期共同努力，百菌清、

适用“三废”处理技术，推广清洁生产工艺；5.扶优

多菌灵、代森锰锌这三个产品目前已成为我国主要

扶强，打击非法生产企业和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

的杀菌剂品种，企业集中度高，国内应用范围广

秩序；6.联合开展国内外农药登记试验，降低登记成

泛，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和产

本；7.共同研究和讨论如何指导农民科学用药，提升

品质量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全球植保行业占据非

售后服务质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产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最后，罗理事长希望各协作组在组长单位的带

也出现了很多亟需解决的共性问题：非法企业无证

领下，以诚信为本，多开展相关活动，加强沟通协

生产，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以低价扰乱市场公平竞

调，研究如何控制产能过剩，避免恶性竞争，延长

争，使得销售价格大幅波动，危及合法企业利益；

产品的生命周期，提升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定

产能严重过剩，互相杀价，恶性竞争；“三废”处

价权，迎接国际上其他非专利产品公司的较量和挑

理技术还有待提高等。同时，百菌清、多菌灵、代

战，为世界植保行业做出更多贡献。

森锰锌在生产工艺、安全使用上也还有许多工作有

本次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协作组公约，并推选了

待大家共同面对。这些都将对百菌清、多菌灵、代

各协作组组长单位，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

森锰锌这三个产品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如

司、利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新河农用化工有

不加以关注解决将大大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给企

限公司分别担任多菌灵、代森锰锌、百菌清协作组

业、产品以及整个行业带来巨大损失。

组长单位。组长单位代表梁华中总经理、李新生总

罗理事长指出：百菌清、多菌灵、代森锰锌产品

经理、谢思勉总经理在会上均表示认真履行组长单

协作组成立后，可以从七个方面来开展工作：1.建立

位职责，落实协作组工作计划，切实为协作组服

协作组统计报表，收集、汇总行业信息，分析国内

务。其他参会单位也纷纷表示支持协作组工作，希

外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2.组织学术研讨、工作交流

望通过协作组沟通解决大家面对的共性问题，共同

和调查研究，提出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行业

发展，共谋未来。

产品（其中颁证产品187个，换证产品422个）名单予以公告。有关要求如下：
一、本次颁（换）发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有效期规定如下：原药品种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有效期为5
年，加工、复配、分装品种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有效期为3年，颁证产品的试产期为两年。
二、获证产品应当在有效期满3个月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申请换证，逾期将不予办理。
三、获得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企业必须在产品包装上注明生产批准证书编号。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省份

企业名称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生产批件号

内蒙

内蒙古宏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剂

96%灭草松原药

HNP 15011-C3529

辽宁

沈阳丰收农药有限公司

杀虫剂

90%磷化铝原药

HNP 21051-A8582

上海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除草剂

96%噻吩磺隆原药

HNP 31008-C3720

江苏

南通维立科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5%丙草胺原药

HNP 32305-C2997

浙江

浙江一帆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5%炔草酯原药

HNP 33081-C3757

山东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6%2甲4氯原药

HNP 37111-C3896

山东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5%2,4-滴钠盐原药

HNP 37111-C2988

四川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剂

95%炔草酸原药

HNP 51056-C3687

河北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杀虫剂

98%除虫脲原药

HNP 13076-A8576

江苏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杀虫剂

90%混灭威原药

HNP 32005-A7064

江苏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杀虫剂

94.5%甲萘威原药

HNP 32005-A7135

江苏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6%苄嘧磺隆原药

HNP 32005-C2860

江苏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5%氯磺隆原药

HNP 32005-C2430

江苏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6%甲磺隆原药

HNP 32005-C3459

江苏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除草剂

90%毒草胺原药

HNP 32005-C2901

标准、技术法规以及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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