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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工业协会对江苏工业园区的支

持，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开发区，了

解中国农药工业产业园区。在园区

成立之初，并没有显露出自己独有

的特色，但是，通过几年的发展，

园区在环保、安全生产、管理等方

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园区的特

色和优势越来越明显。

  今年的CAC会议，国内参展的

外贸企业很多，这反映了大家都

比较重视出口，关注国际市场，

但是，我感觉却忽视了国内市

场。与此同时，外国公司对中国

市场的关注程度却在加深，江苏

也是用药大省，近两年来，跨国

公司（先正达、拜耳、陶氏、杜

邦）的产品大量进入江苏，销售

额达几千万美金，市场份额在逐

渐扩大。而且，其销售模式不同

于国内企业的赊销，他们是预付

款进行销售，但是其售后服务体

系完善，植保销售队伍进入每个

村落，对农民进行科学用药的培

训。江苏省人民政府一直在倡导

统一防治和指导农民科学用药的

理念，这种现象值得中国的农药

企业深思以及重视，如何加强与

植保站的合作，群防群治，维护

和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维护好

现有的市场。

曹树球，上海肥料农药行业协会

  关于《农药管理条例》的修改，

政府各职能部门应该按照国务院规

定的职能范围来分工管理，法规的

制定要站在公共立场上，而不能

混淆企业与管理的职能。而行业

对《农药管理条例（修订稿）》

的重视还不够，建议协会进一步呼

吁有关部门修改条例不要强调部门

利益，混淆政府职能，不要将《条

例》变成部门规章，要分清政府与

企业的职责，政府应该把重心转变

到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如提高用药水

平、食品安全监管以及环境安全上

来，过分地强调农药登记资料和无

休止的重复试验是对社会资源的极

大浪费和不负责任。安全、科学、

合理使用农药 是世界各政府关注

的重点，因为其直接涉及到食品安

全和地下水的环境保护问题。这是

标志着各级政府对人民、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惠及子孙万代的大事。

因此加强用药管理是各级政府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的头等职责。建议国

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公

益服务平台，引导和教育农民科

学、合理、安全用药。强化农民的

培训。

张昊，山东省农药工业协会

    对农药行业影响比较大的是易

制毒化学品的第三类的产品目录，

包含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高

锰酸钾，硫酸，盐酸这些农药常用

的产品，申请购买和使用手续繁

杂，并且危化品登记目录不是很

明晰，比如登记的原药是高毒，复

配制剂可能是低毒，如果按照危化

品管理，对生产企业是个很大的问

题，而且卫生部出具的产品毒性报

告不认可，这些都严重了企业的生

产经营。

戴宝江，南通市农药协会

   按照农业部1158号公告精神，

2009年12月底停止生产10%草甘膦水

剂，但仍有两年销售和使用时间，

正规合法企业因为环保投入的加

大，致使日子很难过。呼吁有关部

门对公告执行情况以及非法生产进

行查处，以维护行业公平竞争。同

   继吡虫啉行业协作组成立后，2,4-滴、阿维菌

素、百草枯三个大吨位农药产品协作组相继成立，这

些协作组是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企业自愿成立的，

将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2,4-滴行业协作组成立
   2010年3月3日，2,4-滴协作组成立会议在中国农

药工业协会召开。这是继吡虫啉协作组后成立的另一

大吨位农药的产品协作组。

   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潍坊润

丰化工有限公司、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大连松

辽化工有限公司等四家2,4-滴主要生产企业作为发起

单位，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一起共同商讨关于2,4-滴

协作组成立及后续相关事宜。

    2,4-滴原药全球年产量约为15万吨，我国年产量

5万吨，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而佳木斯黑龙、山

东潍坊润丰和常州永泰丰、大连松辽四家企业年产量

占国内产量的90％，已占据主导地位。在得知中国农

药工业协会成立吡虫啉协作组后，这几家企业2月5日

联合到协会表达了成立2,4-滴协作组的心愿，并于3

曾途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时，希望协会能够找到切入点，以

恢复草甘膦市场的元气。

宋玉曼，河北省农药工业协会

   国家政策的颁布随意性太强，

既不征求企业意见，也不召开听

证会，对于行政管理部门来说，

随意性太强的話会影响政府的权

威性和公正性。建议以后在有新

政策颁布出台的时候，要广泛听

取民众的意见。

   去年由于政府部门职能的转

换，使得生产批准证书的发放时效

性不够，很多去年上报的材料到今

年现在还没有拿到批准证书，而农

药是季节性产品，企业拿不到批准

证书，就无法在市场销售，错过销

售旺季，使得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

状况受到影响。建议以后要加快批

准证书的发放速度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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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中下旬，借助农药销售旺季到来前的有

利时机，新安阳光（加纳）公司组织了近200

多家经销商、农业种植协会代表分别在加纳首

府阿克拉和西非农药重要集散地库马西召开了

2010年新闻发布和产品推荐会。公司董事长李

朝东代表公司致欢迎辞，总经理严玉听向与会

代表介绍了新安在世界农化领域中取得的突出

成就和地位，通报了新安化工同阳光农资战略

合作后在产品结构、技术服务和品牌宣传上，

为当地农业发展、农民丰收作出更大贡献的规

划；并结合当前的各种原材料价格行情，分析

了近期除草剂价格变动趋势，鼓励大家抓住机

遇，快速行动起来。大会还向与会的经销商通

报了2010年公司在价格、促销、宣传和渠道激

励等方面的营销策略，同时对2009年业务操作

中表现突出的经销商进行了表彰和物质奖励，

进一步增强了渠道商的忠诚度和同新安阳光合

作的信心，现场的幸运抽奖活动更是把会议的

氛围推向了高潮。

   加纳原农业部副部长、公司技术顾问Dixon

博士向与会者详细讲解了公司2010年重点操作

的农药品种的买点、适用作物、防除对象和用

法用量，加纳农业部植保司司长Suglo、加纳

农业进口商协会主席Addo、环保署署长助理

John、加纳最佳农民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也应邀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加纳《今日图文》报、

Nhyira广播电台农业频道对会议盛况进行了报

道和宣传，有效展示了新安阳光的新公司、新

形象，为接下来的旺季销售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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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正式成立。

   会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罗海章理事长首先就

2,4-滴协作组成立表示祝贺，对2,4-滴协作组进行了

肯定，希望协作组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引导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并就2,4-滴协作组如何维护该产品的生命

力，如何提升生产工艺水平，对倡导和推行以“环

境、健康、安全”为核心内容的责任关怀理念等相关

问题进行了详细指导。

   四家单位对《2,4-滴协作组公约》进行了充分讨

论，达成一致并签字执行。会上就后期2,4-滴协作组

操作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协作组主要工作包括：

  （1）开展行业调查研究，协调各方关系,向政府主

管部门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授权，组织、参与制订与

提高行业标准和技术法规(产品质量标准、废水排放

标准等)；组织行业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资

与开发项目的前期论证，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和推广应

用。

  （3）考虑到如果目前我国苯氧乙酸系列产品的生

产规模已经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避免产能过剩、恶

性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协作组拟上书国家工信部

建议不再新设此类产品的原药生产定点。

   （4）进行行业数据统计，收集、分析行业信息。

   （5）针对未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无环评审批

手续、非原药定点、无生产许可证、无农药登记证的

生产企业，积极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并收集有关

证据，协助主管部门取缔非法生产,维护国家法律法

规的严肃性，净化行业生产经营环境。

  （6）组织协调行业内产品的国内、国际贸易争

端、产业损害调查，组织会员做好反垄断、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诉、申诉等相关工作，维护正

常的贸易秩序。

   （7）根据原材料的市场波动以及产品市场的供

求变化，为保护市场的长足发展、避免组员单位之

间非理性竞争以及体现服务三农的宗旨，适时协调

组员单位应对，并负责监督实施。

   （8）组织组员企业同国内外企业进行友好交

往，推动组员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开拓

国际市场。

   协作组推选中国化工集团农化总公司总经济师郑

先海为2,4-滴协作组组长，任期为1年。会员包括：

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潍坊润丰化

工有限公司、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大连松辽化

工有限公司，潍坊润丰董事长孙国庆负责协作组的具

体联络和相关事务处理等工作。

   阿维菌素、百草枯协作组在上海成立

    2010年3月15日，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

这个特别的日子，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在上海召开阿维

菌素、百草枯协作组成立座谈会。国内阿维菌素和百

草枯原药生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约70名代表参加了此

次座谈会，会议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承宇

主持。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理事长罗海章就协作组成立的

背景及意义作了重要讲话。罗理事长指出，近年来，

中国农药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已经能生产近六百个原

药产品，相当一部分产品无论是产能或产量在国际上

都占有70％以上的份额，销售额超过一亿美元；非专

利品种发展很快，包括合成水平、工业产业化水平、

装备水平及自动控制水平都有很大提升，尤其是在

和国外公司合作后，“S、H、E”水平得到了很大提

高，国内较大企业已经成功向国际植保界迈出一大

步，并在全球植保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

球植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农药行业的贡献。与此

同时，国内农药产能大，但在国际农药市场上的份额

很少；产量大，但在全球植保界的话语权很小，这是

值得我们重视与深思的问题。此外，如何用我们卓有

成效的工作去改变民众和政府对农药行业的负面印

象，如何进一步培育和提升优势品种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已经是目前国内农药企业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

这样一种新形势下，协会组织企业成立大宗产品协作

组，拟通过协作组的成立，共同推进产品生产与三废

治理水平的提高；向有关行政管理反映，呼吁提高准

入标准，遏制低水平无序竞争，盲目扩大产能导致的

恶性状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高产业集中度，保

护国内有竞争力的品种，使其健康发展。罗理事长强

调，严重跟风的形势在国内不改变，农药行业的良好

势头将会改变；阿维菌素和百草枯发展速度很快，如

果没有行业自律，就会提前结束这两个产品的生命周

期；成立协作组的意义就是要采取保护措施，共同应

对，通过协作组、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努力，对

一些产能过剩品种采取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

   座谈会随后分成阿维菌素和百草枯两个小组，分

别讨论协作组成立后的公约和工作内容。阿维菌素和

百草枯原药生产企业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成立产品

协作组，并愿意遵守协作组公约及其自律行规。会议

推选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为阿

维菌素协作组组长，推选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寿海为百草枯协作组组长，两个协作组组长各

自推荐了协作组联络人。

   阿维菌素、百草枯协作组是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继

成立吡虫啉、2,4-滴农药协作组之后的第三、第四个

协作组，今后将视农药产品发展情况及相关生产企业

意愿继续成立类似的大宗品种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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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进口商协会主席Addo、环保署署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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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罗海章理事长首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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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达成一致并签字执行。会上就后期2,4-滴协作组

操作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协作组主要工作包括：

  （1）开展行业调查研究，协调各方关系,向政府主

管部门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授权，组织、参与制订与

提高行业标准和技术法规(产品质量标准、废水排放

标准等)；组织行业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资

与开发项目的前期论证，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和推广应

用。

  （3）考虑到如果目前我国苯氧乙酸系列产品的生

产规模已经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避免产能过剩、恶

性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协作组拟上书国家工信部

建议不再新设此类产品的原药生产定点。

   （4）进行行业数据统计，收集、分析行业信息。

   （5）针对未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无环评审批

手续、非原药定点、无生产许可证、无农药登记证的

生产企业，积极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并收集有关

证据，协助主管部门取缔非法生产,维护国家法律法

规的严肃性，净化行业生产经营环境。

  （6）组织协调行业内产品的国内、国际贸易争

端、产业损害调查，组织会员做好反垄断、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诉、申诉等相关工作，维护正

常的贸易秩序。

   （7）根据原材料的市场波动以及产品市场的供

求变化，为保护市场的长足发展、避免组员单位之

间非理性竞争以及体现服务三农的宗旨，适时协调

组员单位应对，并负责监督实施。

   （8）组织组员企业同国内外企业进行友好交

往，推动组员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开拓

国际市场。

   协作组推选中国化工集团农化总公司总经济师郑

先海为2,4-滴协作组组长，任期为1年。会员包括：

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潍坊润丰化

工有限公司、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大连松辽化

工有限公司，潍坊润丰董事长孙国庆负责协作组的具

体联络和相关事务处理等工作。

   阿维菌素、百草枯协作组在上海成立

    2010年3月15日，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

这个特别的日子，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在上海召开阿维

菌素、百草枯协作组成立座谈会。国内阿维菌素和百

草枯原药生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约70名代表参加了此

次座谈会，会议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承宇

主持。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理事长罗海章就协作组成立的

背景及意义作了重要讲话。罗理事长指出，近年来，

中国农药行业发展迅速，目前已经能生产近六百个原

药产品，相当一部分产品无论是产能或产量在国际上

都占有70％以上的份额，销售额超过一亿美元；非专

利品种发展很快，包括合成水平、工业产业化水平、

装备水平及自动控制水平都有很大提升，尤其是在

和国外公司合作后，“S、H、E”水平得到了很大提

高，国内较大企业已经成功向国际植保界迈出一大

步，并在全球植保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

球植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农药行业的贡献。与此

同时，国内农药产能大，但在国际农药市场上的份额

很少；产量大，但在全球植保界的话语权很小，这是

值得我们重视与深思的问题。此外，如何用我们卓有

成效的工作去改变民众和政府对农药行业的负面印

象，如何进一步培育和提升优势品种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已经是目前国内农药企业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

这样一种新形势下，协会组织企业成立大宗产品协作

组，拟通过协作组的成立，共同推进产品生产与三废

治理水平的提高；向有关行政管理反映，呼吁提高准

入标准，遏制低水平无序竞争，盲目扩大产能导致的

恶性状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高产业集中度，保

护国内有竞争力的品种，使其健康发展。罗理事长强

调，严重跟风的形势在国内不改变，农药行业的良好

势头将会改变；阿维菌素和百草枯发展速度很快，如

果没有行业自律，就会提前结束这两个产品的生命周

期；成立协作组的意义就是要采取保护措施，共同应

对，通过协作组、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努力，对

一些产能过剩品种采取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

   座谈会随后分成阿维菌素和百草枯两个小组，分

别讨论协作组成立后的公约和工作内容。阿维菌素和

百草枯原药生产企业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成立产品

协作组，并愿意遵守协作组公约及其自律行规。会议

推选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为阿

维菌素协作组组长，推选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寿海为百草枯协作组组长，两个协作组组长各

自推荐了协作组联络人。

   阿维菌素、百草枯协作组是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继

成立吡虫啉、2,4-滴农药协作组之后的第三、第四个

协作组，今后将视农药产品发展情况及相关生产企业

意愿继续成立类似的大宗品种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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