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农协函（2018）38 号 

 

关于召开 2018 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团体标准审查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专家： 

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相关单位起草的 30%毒死蜱微囊悬浮

剂、88%草铵膦可溶粒剂、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分散粒

剂、25%硝磺草酮.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90%莠去津水分散粒剂、

600 克/升吡虫啉种子处理悬浮剂、12%五氟磺草胺.氰氟草酯可分散

油悬浮剂、30%氰氟草酯可分散油悬浮剂、25%多效唑悬浮剂、540

克/升噻苯隆.敌草隆悬浮剂、20%苄嘧磺隆.乙草胺可湿性粉剂、60%

吡唑醚菌酯.代森联水分散粒剂、0.12%噻虫嗪颗粒剂、20%氰氟草酯

可分散油悬浮剂、450g/L 二甲戊灵微囊悬浮剂、5%己唑醇悬浮剂、

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10%联苯菊酯水乳剂和农药

制剂产品中微量其他农药成分限量控制等19项团体标准已基本完成

送审稿的编写。现决定于 2019 年 1 月 4-6 日在江苏南京召开 2018

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要内容 

1. 审查 3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等 19 项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



 

 

标准的送审稿; 

2. 审查 2019 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拟立项的第一批团体标准。 

二、会议组织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三、参会人员 

    标准审查专家、团体标准编制单位和参与完成单位人员、相关

农药生产企业代表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人员。 

四、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1 月 4 日  14:00-19:00 

报到地点：南京国信状元楼大酒店一层大厅（江苏省南京市秦

淮区夫子庙状元境 9 号，电话：025-52202555） 

会议时间：2019 年 1 月 5-6 日  

会议地点：南京国信状元楼大酒店三楼三元厅会议室 

五、会议费用和住宿 

费用：1500 元/人，汇款时请注明“2018 团体标准审查会议费”。

汇款信息：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帐号：020002230901442678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六铺炕支行。请于 2019 年 1 月 5 日之前

汇款，1 月 5 日后可现场现金交费。 

住宿：会议统一安排住宿，需入住南京国信状元楼大酒店的请

填写参会回执表，费用自理。会议不安排接站，请代表自行前往。 

六、会议报名 

会议报名：刘盼睛   18811796102    010-84885183 



 

 

余友成   15167176018    010-84885035 

会议联系：毕  超   13601283553    010-84885183 

              段又生   13691545916    010-84885035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 16 号楼 918 室 

传  真：010-84885001，邮编：100723 

参会代表请填写回执表，请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之前，将参会

回执发送至电子邮件（ccpia_ttbz@163.com）至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附件 1：2019 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拟立项的第一批团体标准 

附件 2：CCPIA 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 

附件 3：参会回执表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1： 

2019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拟立项的第一批团体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规范名称 类别 

1 莠灭净原药 产品类 

2 异噁唑草酮原药 产品类 

3 特丁津原药 产品类 

4 2，4-D异辛酯原药 产品类 

5 甲基二磺隆原药 产品类 

6 苯唑草酮原药 产品类 

7 环丙唑醇原药 产品类 

8 噁唑酰草胺原药 产品类 

9 异菌脲原药 产品类 

10 草铵膦母药 产品类 

11 噻呋酰胺原药 产品类 

12 螺虫乙酯原药 产品类 

13 唑虫酰胺原药 产品类 

14 丙硫菌唑原药 产品类 

15 联苯肼酯原药 产品类 

16 氟啶虫酰胺原药 产品类 

17 氰霜唑原药 产品类 

18 啶氧菌酯原药 产品类 

19 丙炔氟草胺原药 产品类 

20 丙炔氟草胺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21 唑虫酰胺悬浮剂 产品类 



 

 

22 45%甲维盐·虱螨脲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23 240g/L噻呋酰胺悬浮剂 产品类 

24 500g/L异菌脲悬浮剂 产品类 

25 40%环丙唑醇悬浮剂 产品类 

26 43%联苯肼酯悬浮剂 产品类 

27 30g/L甲基二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28 30% 苯唑草酮悬浮剂 产品类 

29 65%2甲 4氯二甲胺盐水剂 产品类 

30 30%噻唑膦微囊悬浮剂 产品类 

31 11% 精甲霜灵·咯菌腈·嘧菌酯种子处理悬浮剂 产品类 

32 35% 氟吡菌酰胺·戊唑醇悬浮剂 产品类 

33 32.5% 苯醚甲环唑·嘧菌酯悬浮剂 产品类 

34 45% 螺虫乙酯·乙螨唑悬浮剂 产品类 

35 30%螺虫乙酯·呋虫胺悬浮剂 产品类 

36 22%苯醚甲环唑·咯菌腈·噻虫嗪种子处理悬浮剂 产品类 

37 50% 2甲·草甘膦水剂（可溶液剂） 产品类 

38 36% 草铵膦·草甘膦水剂（可溶液剂） 产品类 

39 38% 吡唑醚菌酯·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40 300g/L啶酰菌胺·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产品类 

41 精甲霜灵·霜脲氰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42 20%乙羧·草铵膦微乳剂 产品类 

43 乙氧氟草醚·草铵膦微乳剂 产品类 

44 38%硝磺草酮·莠灭净·氰草津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45 17%吡嘧磺隆·丙草胺泡腾片剂 产品类 



 

 

46 10%吡虫啉种子处理微囊悬浮剂 产品类 

47 480g/L丙硫菌唑悬浮剂 产品类 

48 24%苯醚·咯菌腈·噻虫嗪种子处理悬浮剂 产品类 

49 莠灭净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50 莠灭净悬浮剂 产品类 

51 二甲戊灵悬浮剂 产品类 

52 噻虫胺颗粒剂 产品类 

53 阿维菌素·螺螨酯悬浮剂 产品类 

54 喹啉铜悬浮剂 产品类 

55 2,4-D二甲胺盐水剂 产品类 

56 五氟磺草胺·双草醚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57 20%吡唑醚菌酯·氟环唑悬浮剂 产品类 

58 10%噁唑酰草胺·氰氟草酯乳油 产品类 

59 5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60 40%氟啶胺·烯酰吗啉悬浮剂 产品类 

61 20%氰霜唑悬浮剂 产品类 

62 40%氰霜唑·烯酰吗啉悬浮剂 产品类 

63 21%氟磺胺草醚·烯草酮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64 吡嘧磺隆·五氟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65 9%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 产品类 

66 2-氯-5-氯甲基吡啶 产品类 

67 咪唑烷 产品类 

68 噁二嗪 产品类 

69 氰基乙酯 产品类 



 

 

70 吡唑醇 产品类 

71 三聚氯氰 产品类 

72 橙皮精油 产品类 

73 杀虫单副产工业盐 产品类 

74 卤素水分测定法 方法类 

75 农药助剂标识规范 管理类 

76 农药制剂外包装规范 管理类 

77 植保药剂飞防应用 管理类 

78 适用植保无人机套餐的农药选用及桶混准则 管理类 

79 农药智能化制剂生产车间管理规范 管理类 

80 农药制剂无尘投料系统标准 管理类 

81 
农药液体制剂（乳油、水乳剂、微乳剂、可溶液剂）清洁

生产规范 
管理类 

82 农药可湿性粉剂（含粉剂、可溶性粉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83 农药颗粒剂（含药肥颗粒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84 农药水分散粒剂（含水溶性颗粒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85 
农药悬浮剂（含可分散油悬浮剂、水悬浮剂、种子处理悬

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86 农药微囊悬浮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87 农药悬乳剂清洁生产规范 管理类 

88 
卫生用药（含气雾剂、盘式蚊香、电热蚊香、诱饵）清洁

生产规范 
管理类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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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2018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会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参  会  人 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合计参加人数：    

是否需要协助预定住宿，费用自理。 □是          □否 

酒 店 房间价格 
房间

数 
天数 

是否

拼房 

南京国信 

状元楼 

大酒店 

 

 

500元/单间 

（含双早） 
   

500元/标间 

（含双早） 
   

*会议地点：南京国信状元楼大酒店（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状元境 9 号，025-52202555） 

开票信息 

发票类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发票类型请在相应方框内“■”，请完整填写以便尽快为您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