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22）146 号 

                                                         

关于印发《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次常务理事会 

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副会长、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次常务理事会于 2022年 10月 17-19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现将《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次常务理事

会会议纪要》予以印发。 

附件：《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抄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抄送：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员单位、理事单位 

  



附件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第十届十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第十届十次常务理事会于 2022年10月17~19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以通讯形式将议案传达至各常务理事单位，应发 82 位常务

理事，实发 82 位常务理事。收回 74 位常务理事同意的反馈意见，8

位未反馈意见视作同意，超过常务理事总数的 2/3，符合《中国农药

工业协会章程》相关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发展新会员、清退部分会员的议案。会议形成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展新会员的议案（新增会员单位名单详见附

表 1-1）。 

二、审议通过关于清退部分会员的议案（清退部分会员名单详见

附表 1-2）。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表 1-1：新增会员单位名单 

序号 省份 企业名称 性质 

1 安徽 安徽赛如分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 

2 北京 北京日新达能技术有限公司 设备 

3 北京 
中化化工科技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检测

技术分公司 
试验 

4 福建 福建诺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助剂 

5 甘肃 甘肃金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 

6 河北 河北临港化工有限公司 原药 

7 河北 匠心泽农河北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服

务 

8 河南 河南诺玛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 

9 江苏 江苏华英阀业有限公司 设备 

10 江苏 江苏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 

11 江苏 江苏万基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 

12 江西 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13 辽宁 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 制剂 

14 内蒙古 内蒙古冠仕达化学有限公司 制剂 

15 内蒙古 内蒙古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16 山东 青岛百顿特种陶瓷技术有限公司 设备 

17 山东 青岛恒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18 山东 青岛凯源祥化工有限公司 制剂 



19 山东 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 制剂 

20 山东 山东裕滨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间体 

21 山西 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22 陕西 商洛市商州农药厂 制剂 

23 陕西 西安昱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 

24 上海 硅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制剂 

25 上海 科莱恩化工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助剂 

26 上海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试验 

27 四川 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28 云南 云南科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 

29 浙江 兰溪市京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30 浙江 浙江大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 

31 浙江 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2 浙江 浙江易捷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 

33 浙江 浙江元金化学有限公司 中间体 

34 浙江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 

35 重庆 重庆传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物流 

 



附表 1-2：清退部分会员名单 

序号 省份 单 位 名 称 性质 清退会员原因 

1 北京 北京市东旺农药厂 制剂 退出农药业务 

2 北京 中种集团农业化学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3 广东 广东镀睿化工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 发展战略调整 

4 河北 河北省万全凯迪农药化工企业集团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5 河北 邢台市农药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6 河南 平顶山市益农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7 湖北 沙隆达(荆州)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8 湖南 湖南瑞泽农化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9 湖南 岳阳迪普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10 湖南 株洲邦化化工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11 江苏 江苏绿盾植保农药实验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12 江苏 江苏三泉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13 江苏 江苏苏滨生物农化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14 江苏 江阴市农药二厂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15 江苏 南京正源搪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 发展战略调整 

16 江苏 张家港市第二农药厂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17 江西 江西益隆化工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18 江西 南昌赣丰化工农药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19 山东 青岛一农七星化学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20 山东 山东华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21 山东 淄博丰登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22 陕西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23 上海 上海彭浦化工厂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24 天津 天津龙灯化工有限公司 原药 发展战略调整 

25 天津 天津市汇源化学品有限公司 制剂 发展战略调整 

26 浙江 宁波中化建进出口公司 贸易 发展战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