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农 药 工 业 协 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十六号楼

邮政编码：100723

电话：

传真：

010-84885002       010-84885185

010-84885001

关于第二批拟制定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

标准目征求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我国农药行业标准化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农药生产、经

营企业在产品、技术和管理标准的时效性和先进性，加快科技创新成

果的推广应用，形成与现行国标、行标的制修订工作互补和相互支撑

的体系，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国农药工业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决定：

    一、对第二批拟制定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

“CCPIA团体标准”）项目（详见附件一）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2日。

    二、根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任何组

织和个人均可提出“CCPIA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对提出的团体标准

立项项目，请填写“CCPIA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详见附件二）。

    请将团体标准立项反馈意见和“CCPIA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发

到电子邮箱：ccpia_ttb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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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余友成 电话：010-84885183，手机：15167176018 

   段又生 电话：010-84885035，手机：1369154591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 16 号楼化工大厦 918室 

附件一：第二批拟制定 CCPIA 团体标准项目 

附件二: CCPIA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一： 

第二批拟制定 CCPIA 团体标准项目 

序号 类别 拟制定 CCPIA 团体标准项目 备注 

1 
毒死蜱系列 

3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 产品类 

2 25%毒死蜱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3 草铵膦系列 88%草铵膦可溶粒剂 产品类 

4 甲氨基阿维

菌素系列 

2%甲氨基阿维菌素微乳剂 产品类 

5 5%甲氨基阿维菌素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6 
莠去津系列 

25%硝磺草酮·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7 30%硝磺草酮·烟嘧磺隆·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8 
吡虫啉系列 

70%吡虫啉·杀虫单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9 600 克/升吡虫啉种子处理悬浮剂 产品类 

10 代森锰锌系

列 

50%代森锰锌·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11 60%代森锰锌·腈菌唑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12 植物生长 

调节剂系列 

25%多效唑悬浮剂 产品类 

13 50%噻苯隆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14 吡唑醚菌酯

系列 

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产品类 

15 60%吡唑醚菌酯·代森联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16 
多菌灵系列 

40%多菌灵·戊唑醇悬浮剂 产品类 

17 50%硫磺·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18 
药肥系列 

0.12%噻虫嗪颗粒剂 产品类 

19 3%吡嘧磺隆·苯噻酰草胺颗粒剂 产品类 

20 

农药副产 

工业盐 

2，4-D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21 吡虫啉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22 草铵膦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23 

农药副产 

工业盐 

杀虫单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24 毒死蜱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25 莠去津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26 助剂 飞防助剂 产品类 

27 

溶剂 

重芳烃类溶剂（C9–C10） 产品类 

28 植物油溶剂 产品类 

29 矿物油溶剂 产品类 

30 包装袋 农药水溶性包装袋 产品类 

31 

固体制剂 

农药粉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2 农药颗粒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3 农药片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4 农药可湿性粉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5 农药水分散粒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6 农药可溶粉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7 农药可溶粒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8 

液体制剂 

农药可溶液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39 农药可溶胶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0 农药乳油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1 农药可分散液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2 农药水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3 农药微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4 农药悬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5 农药微囊悬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6 农药可分散油悬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7 农药悬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8 

液体制剂 

农药微囊悬浮 — 悬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49 农药微囊悬浮 — 水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0 农药微囊悬浮 — 悬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1 

种子处理剂 

农药种子处理干粉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2 农药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3 农药种子处理液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4 农药种子处理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5 农药种子处理悬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6 

其他制剂 

农药电热蚊香片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7 农药电热蚊香液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8 农药饵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59 长效防蚊帐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60 药肥 颗粒剂药肥产品技术规范 管理类 

61 非登记成分 常用农药制剂产品中非登记成分限量规范 管理类 

62 工厂 农药智能化制剂生产车间管理规范 管理类 

63 安全 农药 HSE管理规范 管理类 

64 包装废弃物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规范 管理类 

65 经营 互联网经营农药规范 管理类 

66 评价 绿色农药产品评价规范 管理类 

 



附件二： 

CCPIA 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建议团体标准 

项目名称 
 

制定或修订 □ 制定 □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共同发起单位  

标准起草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计划起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目的﹑意义 

或必要性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国内外法律法规、 

标准的相关情况说明 

 

 

 

 

 

 

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意见 

 

 

 

                              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姓    名  

电    话  邮    箱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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