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本期公告公布了2016年10月份农业部批准农药产品登记情况。 

    共批准农药登记698个，其中新增临时登记44个，新增正式登记210个，续展登

记389个，分装登记55个； 

    新增农药登记中，包括244个大田用农药产品，10个卫生用农药产品； 

    本月有1个新有效成分获得批准登记，分别是氯氟吡啶酯。 

    批准的分装农药产品登记，配比、毒性、使用方法和范围等详细信息见相应的

原登记，此处不再重复刊印。 

    如需要了解详细情况或发现刊登内容问题，请与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药情信息处

联系，或直接给微信公众号“中国农药”（V_icama）留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22号楼 

邮政编码：100125 

电    话：010-59194277，59194167 

传    真：010-5919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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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批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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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临时登记 

                                                                           
登记证号 LS20160034  企业名称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醚.甲硫灵  含量 4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5%、甲基硫菌灵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炭疽病          225-450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225-450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炭疽病          225-4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2.24-2017.02.24 
                                                                           
登记证号 LS20160316  企业名称 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0.08%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0.0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0-135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17  企业名称 江西威力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氰霜唑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霜唑 10%、烯酰吗啉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160-235.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18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3-16.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19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6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63-11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0  企业名称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产品名称 阿维·毒死蜱  含量 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毒死蜱 4.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蛴螬            1560-234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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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21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咯菌腈  含量 22%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2%、噻虫嗪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蓟马          66-99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水稻          恶苗病          66-99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2  企业名称 福建省德盛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3  企业名称 安徽众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3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稗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 90-11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4  企业名称 江苏省溧阳中南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苏云菌  含量 1%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1%、苏云金杆菌 15000IU/毫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75-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5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金尔农化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戊唑醇  含量 4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0%、戊唑醇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61.4-122.8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6  企业名称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吡啶酯  含量 3%  剂型 乳油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氟吡啶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15-3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15-3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7  企业名称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吡啶酯  含量 91.4%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氟吡啶酯 91.4%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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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28  企业名称 辽宁津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乙·莠  含量 55%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3%、乙草胺 26%、莠去津 2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825-107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29  企业名称 山东中禾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莠去津  含量 28%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4.5%、莠去津 2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336-37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0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50%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呋虫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75-1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1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嘧菌酯  含量 3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4%、嘧菌酯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炭疽病          180-2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2  企业名称 江西巴菲特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双草醚  含量 28%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25.5%、双草醚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252-33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3  企业名称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2 甲·灭草松  含量 48%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2 甲 4 氯 6%、灭草松 4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864-100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4  企业名称 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菊·丁醚脲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醚脲 30%、联苯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9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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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35  企业名称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枯草芽孢杆菌  含量 200 亿芽孢/毫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枯草芽孢杆菌 200 亿芽孢/毫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大斑病          1050-12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6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乙螨唑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哒螨灵 30%、乙螨唑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57.1-72.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7  企业名称 河南省开封市浪潮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羧·草甘膦  含量 32%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乙羧氟草醚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60-14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8  企业名称 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螺虫酯  含量 28%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4%、螺虫乙酯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0-56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39  企业名称 山东康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啶酰菌  含量 38%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13%、啶酰菌胺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灰霉病          228-34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0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润生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50%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1  企业名称 山西运城绿康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嘧菌酯  含量 30%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18%、嘧菌酯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214.3-272.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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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4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甲·丙森锌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42%、精甲霜灵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3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吡·唑草酮  含量 3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草酮 3%、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74-12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4  企业名称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五氟磺草胺  含量 0.3%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五氟磺草胺 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22.5-45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5  企业名称 甘肃华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噻唑膦  含量 11%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噻唑膦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根结线虫        2062.5-33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6  企业名称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多菌灵  含量 3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5%、己唑醇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炭疽病          87.5-1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3%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黄条跳甲        450-675 克/公顷                 穴施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48  企业名称 河北利时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胺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胺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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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49  企业名称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环·啶酰菌  含量 26%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酰菌胺 20%、嘧菌环胺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灰霉病          195-2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0  企业名称 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肼·乙螨唑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螨唑 2.5%、联苯肼酯 2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83.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1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螨·螺螨酯  含量 3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螨酯 24%、乙螨唑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5.7-58.2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2  企业名称 湖南迅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吡虫啉  含量 1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8%、高效氯氟氰菊酯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23.4-32.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3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京惠宇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草·异丙隆  含量 6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异丙隆 55.5%、炔草酯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720-108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4  企业名称 福建省德盛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唑虫酰胺  含量 1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唑虫酰胺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6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5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噁酮·嘧菌酯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噁唑菌酮 25%、嘧菌酯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150-18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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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56  企业名称 浙江省桐庐汇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锰·嘧苷素  含量 3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啶核苷类抗菌素 10%、咪鲜胺锰盐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285-342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285-342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285-34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7  企业名称 河南省开封市浪潮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氯氟吡  含量 33%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氯氟吡氧乙酸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90-148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登记证号 WL20160014  企业名称 河北省保定市联合家用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2.1%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四氟苯菊酯 1.89%、四氟醚菊酯 0.2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蝇                  /                          定时定量喷雾 
室内          蚊                  /                          定时定量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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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正式登记 

                                                                           
登记证号 PD20161267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己唑醇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5%、己唑醇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0-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0-2021.10.10 
                                                                           
登记证号 PD20161268  企业名称 合肥星宇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二磺隆  含量 30 克/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二磺隆 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9-15.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69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吡虫啉  含量 1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0%、高效氯氟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13.5-22.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吸浆虫          13.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0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啶虫脒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15.75-26.25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1  企业名称 山东碧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羧氟草醚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羧氟草醚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60-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2  企业名称 山东惠民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咯菌.嘧菌酯  含量 10%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2.5%、嘧菌酯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立枯病          18.75-2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3  企业名称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草酮  含量 37%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草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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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4  企业名称 黑龙江省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乙.莠去津  含量 50%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25%、莠去津 20%、硝磺草酮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350-18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5  企业名称 河南波尔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香菇多糖  含量 0.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香菇多糖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病毒病          18.75-24.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6  企业名称 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7.5-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7  企业名称 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112.5-15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112.5-1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8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酮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0-120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蚜虫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79  企业名称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虱螨脲  含量 50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虱螨脲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0  企业名称 安徽科苑植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烯啶·吡蚜酮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60%、烯啶虫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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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6-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1  企业名称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咯菌腈  含量 4.8%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4%、咯菌腈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散黑穗病        5-1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2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菌·多菌灵  含量 6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多菌灵 50%、氟菌唑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428.6-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3  企业名称 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叶霉病          420-57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4  企业名称 江西巴菲特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40%、硝磺草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750-9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5  企业名称 郑州大农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醚·灭草松  含量 4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氟羧草醚 8%、灭草松 3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200-15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6  企业名称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1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750-13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7  企业名称 河南广农农药厂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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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125-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8  企业名称 江西汇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磺隆  含量 1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45-60 克/亩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89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霜唑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霜唑 1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90-1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0  企业名称 山东贵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硅唑·咪鲜胺  含量 43%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硅唑 8.6%、咪鲜胺 34.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炭疽病          150-2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1  企业名称 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嘧霉胺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霉胺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灰霉病          360-5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2  企业名称 江西威牛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春雷·三环唑  含量 1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春雷霉素 3%、三环唑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56-2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3  企业名称 河北神华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15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4  企业名称 江苏三山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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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5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00-12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6  企业名称 河南新乡中电除草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莠·烟嘧  含量 42%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草胺 22%、烟嘧磺隆 2%、莠去津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945-12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7  企业名称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霜·噁霉灵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噁霉灵 24%、甲霜灵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苗期立枯病      0.45-0.54 克/平方米             苗床喷雾 
黄瓜          苗期立枯病      0.45-0.6 克/平方米              苗床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8  企业名称 河南省周口市先达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299  企业名称 江苏邦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多杀霉素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杀霉素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18.75-2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0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烯啶  含量 1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5%、烯啶虫胺 1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27-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1  企业名称 浙江世佳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噁酮·霜脲氰  含量 5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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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噁唑菌酮 22.5%、霜脲氰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57.5-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2  企业名称 山东省济南仕邦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乙·莠  含量 4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乙草胺 22%、莠去津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900-12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3  企业名称 辽宁三征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41%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35%、硝磺草酮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861-98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4  企业名称 江苏云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代森锰锌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231-16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5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苯噻酰  含量 8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苯噻酰草胺 79%、苄嘧磺隆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南方地区：637.5-765 克/公顷；北方地区：765-1020 克/公顷药

土法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6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嘧菌酯  含量 3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12%、嘧菌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20-21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7  企业名称 哈尔滨汇丰生物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草松  含量 48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灭草松 48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1080-14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春大豆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1080-14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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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30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丙草胺  含量 3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嘧磺隆 2%、丙草胺 3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315-4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09  企业名称 河南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二磺隆  含量 30 克/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二磺隆 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9-13.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0  企业名称 福建省德盛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8000IU/毫克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 8000IU/毫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毛虫          400-6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1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高氯氟  含量 24%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蚜酮 21%、高效氯氟氰菊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36-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2  企业名称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啶胺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啶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马铃薯        晚疫病          225-2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3  企业名称 青岛中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木霉菌  含量 2亿活孢子/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木霉菌 2 亿孢子/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灰霉病          1875-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4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一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2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稗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 112.5-150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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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315  企业名称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麦草畏  含量 48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麦草畏 48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44-21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6  企业名称 陕西西大华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吡蚜酮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28.4%、噻虫嗪 1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24-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7  企业名称 山东福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草酮  含量 2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硝磺草酮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20-18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8  企业名称 山东省济南仕邦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磺草胺  含量 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氟磺草胺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阔叶杂草        3.75-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19  企业名称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福美双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福美双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900-12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0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苯噻酰  含量 8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苯噻酰草胺 79%、吡嘧磺隆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446.25-573.75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1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菌唑  含量 28%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菌唑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散黑穗病        3.33-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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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322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甲·霜脲氰  含量 38%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甲霜灵 10%、霜脲氰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95-12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3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环·己唑醇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10%、三环唑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240-2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4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高氯  含量 6%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高效氯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6.2-32.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5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戊唑醇  含量 36%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24%、戊唑醇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120-3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6  企业名称 江苏腾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蚜虫            12-15 毫克/千克                 喷雾 
甘蓝          蚜虫            13.5-1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7  企业名称 海南力智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醚菌酯  含量 2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9%、醚菌酯 1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28  企业名称 河南省安阳市国丰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6%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丝黑穗病        9-12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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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329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灭蝇胺  含量 3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灭蝇胺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美洲斑潜蝇      89.1-108.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0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氧·虫螨腈  含量 2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16%、甲氧虫酰肼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72-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1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3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褐斑病          5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2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嘧菌酯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0%、嘧菌酯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180-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3  企业名称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磺草胺  含量 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氟磺草胺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阔叶杂草        3.75-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4  企业名称 张家口长城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2 甲·乙·莠  含量 66%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35%、莠去津 25%、2 甲 4 氯异辛酯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980-297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5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烟·莠去津  含量 32%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莠去津 24%、硝磺草酮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432-52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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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336  企业名称 河北国美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15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7  企业名称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咯菌腈  含量 4.8%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4%、咯菌腈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散黑穗病        10-1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8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吡唑酯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0%、吡唑醚菌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83.3-18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39  企业名称 四川省川东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氧氟·草甘膦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铵盐 38%、乙氧氟草醚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200-15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0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烟·莠去津  含量 3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3%、莠去津 20%、硝磺草酮 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春玉米田：495-585克/公顷； 

夏玉米田：450-540 克/公顷茎叶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1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29%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螨酯 2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2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凯源祥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丙森锌  含量 57%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44%、烯酰吗啉 1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25-262.5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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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3  企业名称 山东省长清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草醚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草醚 1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稗草、莎草及阔叶杂草 30-3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4  企业名称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麦畏·草甘膦  含量 44%  剂型 水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草甘膦异丙胺盐 41%、麦草畏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792-158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5  企业名称 迈克斯（如东）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吡·唑草酮  含量 34%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草酮 5%、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2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17.3-153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6  企业名称 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酰吗啉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7  企业名称 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泰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75-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8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辛硫磷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辛硫磷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30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49  企业名称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异丙甲草胺  含量 96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异丙甲草胺 96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864-1296 克/公顷                土壤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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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0  企业名称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茚虫威  含量 1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5%、茚虫威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5-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1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噁唑禾草灵  含量 69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噁唑禾草灵 69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1.75-72.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2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环·嘧菌酯  含量 3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环唑 15%、嘧菌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31.25-157.5 克/公顷            喷雾 
香蕉          叶斑病          175-23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3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环·嘧菌酯  含量 3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环唑 12%、嘧菌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68-216 克/公顷                 喷雾 
香蕉          叶斑病          213-32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4  企业名称 山东省长清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春雷霉素  含量 2%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春雷霉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30-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5  企业名称 河北圣亚达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15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6  企业名称 河北荣威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滴辛酯  含量 459 克/升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2,4-滴异辛酯 453 克/升、双氟磺草胺 6 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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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阔叶杂草        206.55-275.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7  企业名称 河南欣农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3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螨酯 3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8  企业名称 威海韩孚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15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59  企业名称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2 甲·草甘膦  含量 5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异丙胺盐 42.5%、2 甲 4 氯异丙胺盐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00-21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0  企业名称 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1  企业名称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1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嘧菌酯  含量 3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0%、嘧菌酯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140-1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3  企业名称 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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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白菜        小菜蛾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4  企业名称 山东奥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1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5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7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螺螨酯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7-5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8  企业名称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3%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丝黑穗病        10-12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69  企业名称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吡蚜酮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蚜酮 40%、噻虫嗪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60-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0  企业名称 江苏省常州市农林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乙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5%、乙草胺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及部分多年生杂草 84-118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1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草酮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唑草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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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0-3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0-3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2  企业名称 山东惠民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35%  剂型 种子处理微囊悬浮－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119-157.5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3  企业名称 山东贵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蝇胺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美洲斑潜蝇      157.5-20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4  企业名称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轮纹病          667-889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5  企业名称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草酮  含量 24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草酮 24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油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4-72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6  企业名称 辽宁壮苗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烟·莠去津  含量 39%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辛酰溴苯腈 15%、烟嘧磺隆 4%、莠去津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468-58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7  企业名称 安徽省圣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甲戊灵  含量 33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甲戊灵 3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旱育秧田  一年生杂草      743-90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8  企业名称 安徽省圣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莠去津  含量 38%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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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莠去津 3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368-228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79  企业名称 广东大丰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00-13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0  企业名称 安徽瑞然生物药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虫螨腈  含量 1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10%、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0.8-14.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1  企业名称 台州市大鹏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毒死蜱 20%、噻嗪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介壳虫          300-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2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毒死蜱  含量 5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50%、氯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412.5-6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3  企业名称 山东兆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酰菌胺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啶酰菌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灰霉病          30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4  企业名称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啉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啉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75-1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5  企业名称 河南省濮阳市双灵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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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戊唑醇 4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61.4-86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6  企业名称 河南省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禾灵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喹禾灵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5-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7  企业名称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草松  含量 48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草松 48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080-14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大豆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080-14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8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吡·唑草酮  含量 34%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草酮 5%、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2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76.5-153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89  企业名称 江西威力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0  企业名称 江苏东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咪鲜胺  含量 400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267 克/升、戊唑醇 133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赤霉病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1  企业名称 江苏瑞东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200-1380 克/升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2  企业名称 河北成悦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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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83-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3  企业名称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甲霜灵  含量 92%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甲霜灵 92%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4  企业名称 广西兄弟农药厂 
产品名称 氟铃·辛硫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铃脲 2%、辛硫磷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150-1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5  企业名称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2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6  企业名称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螺螨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螺螨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2-6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7  企业名称 河南新乡中电除草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乙·莠  含量 42%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乙草胺 22%、莠去津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945-12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398  企业名称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嘧菌酯  含量 325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17克/升、嘧菌酯 108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炭疽病          153.6-182.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0  企业名称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产品名称 炔草酯  含量 1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草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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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30-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冬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5-6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1  企业名称 广西鑫金泰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醚脲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醚脲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2  企业名称 青岛清原农冠抗性杂草防治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2 甲·灭草松  含量 460 克/升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2 甲 4 氯 60 克/升、灭草松 4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920-11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3  企业名称 山东省长清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喹·氟磺胺  含量 2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磺胺草醚 7%、精喹禾灵 3%、灭草松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450-5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4  企业名称 江西威力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4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25-30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5  企业名称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3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螨酯 3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6  企业名称 江苏瑞东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磺草胺  含量 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氟磺草胺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阔叶杂草        3.75-5.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7  企业名称 浙江省桐庐汇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枯草芽孢杆菌  含量 2000 亿 cfu/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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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枯草芽孢杆菌 2000 亿 CFU/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白粉病          600-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草莓          灰霉病          300-4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8  企业名称 河南省丰收乐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3.4%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8-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09  企业名称 安徽科立华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炔噁草酮  含量 1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炔噁草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75-90 克/公顷                   甩施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0  企业名称 辽宁三征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扑·乙  含量 6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扑草净 17%、乙草胺 5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田        一年生杂草      1122-153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1  企业名称 辽宁三征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胺·烯禾啶  含量 3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磺胺草醚 15%、烯禾啶 1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288-38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2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三唑锡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螺螨酯 10%、三唑锡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20-1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3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杀·虫螨腈  含量 1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10%、多杀霉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6-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4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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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阿维·灭蝇胺  含量 3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灭蝇胺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美洲斑潜蝇      89.1-113.8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5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咪鲜胺  含量 3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5%、噻虫嗪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恶苗病          70-8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水稻          蓟马            70-8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6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甲虫肼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2%、甲氧虫酰肼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24-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7  企业名称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氟啶·嘧菌酯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啶胺 30%、嘧菌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马铃薯        晚疫病          312.5-375 毫升/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8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毒死蜱  含量 51%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50%、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229.5-38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19  企业名称 湖南神隆超级稻丰产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丙草胺  含量 0.2%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0.025%、丙草胺 0.1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300-36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0  企业名称 河北野田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9-1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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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421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250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83.3-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2  企业名称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产品名称 阿维·毒死蜱  含量 16%  剂型 种子处理微囊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毒死蜱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蛴螬            320-533.3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3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17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4  企业名称 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5  企业名称 安徽省圣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麦草畏二甲胺盐  含量 48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麦草畏 48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80-28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6  企业名称 吉林美联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草胺  含量 9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9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350-189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080-135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7  企业名称 上海悦联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螨唑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螨唑 96%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8  企业名称 广西南宁利民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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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虱螨脲  含量 50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虱螨脲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29  企业名称 济南约克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          蚜虫            135-195 克/公顷                 穴施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0  企业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菌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菌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80-2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1  企业名称 江西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矿物油  含量 99%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矿物油 9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介壳虫          4950-99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毒死蜱  含量 2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19.5%、甲氨基阿维菌素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80-21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3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硫·戊唑醇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72%、戊唑醇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轮纹病          666.7-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4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异甲·莠  含量 45%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异丙甲草胺 20%、莠去津 20%、硝磺草酮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810-13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5  企业名称 河北润农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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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00-1500 毫升/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6  企业名称 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酰菌胺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啶酰菌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灰霉病          333-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7  企业名称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1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600-12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8  企业名称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滴辛酯  含量 46%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2,4-滴异辛酯 45.4%、双氟磺草胺 0.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阔叶杂草        207-27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39  企业名称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22.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5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50%、硝磺草酮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660-99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1  企业名称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聚乙醛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四聚乙醛 98%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2  企业名称 甘肃省张掖市大弓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酰溴苯腈  含量 25%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辛酰溴苯腈 25% 



3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75-56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3  企业名称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咯·霜灵  含量 2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1.1%、精甲霜灵 1.7%、噻虫嗪 22.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根腐病          75-1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棉花          猝倒病          150-30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棉花          立枯病          150-30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棉花          蚜虫            150-30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花生          蛴螬            75-1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4  企业名称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草酮  含量 91%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草酮 91%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5  企业名称 辽宁省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吡甲禾灵  含量 28%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吡甲禾灵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2-63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6  企业名称 烟台沐丹阳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74.7%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6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683-2244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7  企业名称 山西奇星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霉胺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霉胺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灰霉病          420-5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48  企业名称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虱          37.5-45 克/公顷                 喷雾 
油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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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449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174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0  企业名称 山东福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枯草芽孢杆菌  含量 1000 亿孢子/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枯草芽孢杆菌 1000 亿芽孢/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黄萎病          300-4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1  企业名称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15.75-2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2  企业名称 海南力智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8.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3  企业名称 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唑磺隆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唑磺隆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31.5-42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4  企业名称 河南省博爱惠丰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乙·莠  含量 52%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乙草胺 30%、莠去津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170-15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5  企业名称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麦畏·草甘膦  含量 35%  剂型 水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草甘膦 30.5%、麦草畏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630-12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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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456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40%、硝磺草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600-9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7  企业名称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嘧菌酯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菌酯 20%、烯酰吗啉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200-3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8  企业名称 合肥星宇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26%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20%、硝磺草酮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585-78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59  企业名称 山东省长清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喹啉酸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250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稗草            225-3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0  企业名称 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4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4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230-18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1  企业名称 安徽省圣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禾灵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喹禾灵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37.5-5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2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草酯  含量 1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草酯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部分禾本科杂草  36-6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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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463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呋酰胺  含量 24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呋酰胺 24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64-8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4  企业名称 湖南省隆回县农药厂 
产品名称 稻瘟灵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稻瘟灵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51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5  企业名称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草松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草松 98%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6  企业名称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酮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蚜酮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7  企业名称 山东圣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25-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8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除虫脲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除虫脲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6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PD20161469  企业名称 江西正邦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二甲戊灵  含量 450 克/升  剂型 微囊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甲戊灵 4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马铃薯田      一年生杂草      742.50-945.克/亩               土壤喷雾 
棉花田        一年生杂草      742.50-945 克/亩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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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WP20160076  企业名称 福建省晋江市罗山华隆蚊香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片  含量 15 毫克/片  剂型 电热蚊香片  毒性 微毒 
配比     四氟苯菊酯 15 毫克/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77  企业名称 江西博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喷射剂  含量 0.3%  剂型 喷射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菊酯 0.15%、氯氰菊酯 0.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蝇、蜚蠊        /                          喷射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78  企业名称 浙江武义钓鱼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液  含量 0.4％  剂型 电热蚊香液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氟醚菊酯 0.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79  企业名称 四川省成都宏丰日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36%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胺菊酯 0.3%、高效氯氰菊酯 0.0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蝇、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80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京荣诚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蚂蚁            15-35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室内          蚊、蝇、蜚蠊    15-35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81  企业名称 浙江省杭州萧山钱潮日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水乳剂  含量 0.36%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胺菊酯 0.16%、氯菊酯 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蝇、蜚蠊        /                          喷洒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82  企业名称 浙江正点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0.05%  剂型 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虫腈 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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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WP20160083  企业名称 广东省东莞市金凤莞香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片  含量 8.4 毫克/片  剂型 电热蚊香片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丙菊酯 4.2 毫克/片、四氟甲醚菊酯 4.2毫克/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登记证号 WP20160084  企业名称 广州超威日用化学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0.9%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毒死蜱 0.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6.10.14-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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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30227  企业名称 青海生物药品厂 
产品名称 C 型肉毒梭菌毒素  含量 3000 毒价/克  剂型 饵粒  毒性 低毒 
配比     C 型肉毒梭菌毒素 3000 毒价/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原牧场      害鼠            100 克毒饵/公顷                 投放 
有效期 2015.04.28-2016.04.28 
                                                                           
登记证号 LS20140034  企业名称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 茚虫威  含量 3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20%、茚虫威 1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60-12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褐飞虱          60-12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6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2.13-2017.02.13 
                                                                           
登记证号 LS20140249  企业名称 江苏东南植保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75-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14-2017.07.14 
                                                                           
登记证号 LS20140313  企业名称 意大利意赛格公司 
产品名称 四氟·嘧菌酯  含量 17%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菌酯 9.5%、四氟醚唑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0-11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7-2017.10.27 
                                                                           
登记证号 LS2014031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呋·己唑醇  含量 1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5%、噻呋酰胺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54-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7-2017.10.27 
                                                                           
登记证号 LS20140326  企业名称 日本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嗪吡嘧磺隆  含量 33%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嗪吡嘧磺隆 3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74.3-99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10.27-2017.10.27 
                                                                           
登记证号 LS20140327  企业名称 日本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嗪吡嘧磺隆  含量 91%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嗪吡嘧磺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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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0.27-2017.10.27 
                                                                           
登记证号 LS20140338  企业名称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羧·草甘膦  含量 8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80%、乙羧氟草醚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07-2337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7-2017.11.17 
                                                                           
登记证号 LS20140339  企业名称 江西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霜脲氰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脲氰 10%、烯酰吗啉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300-4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7-2017.11.17 
                                                                           
登记证号 LS20140345  企业名称 陕西省西安嘉科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2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27.78-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LS20140351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一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吡虫啉  含量 3%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5%、吡虫啉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蝼蛄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蛴螬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根结线虫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小地老虎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LS20140352  企业名称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氟虫腈  含量 44%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9%、氟虫腈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蛴螬            162-216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5.12.11-2016.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58  企业名称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虫腈  含量 22%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虫腈 2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蛴螬            100-20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5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二氯喹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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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二氯喹啉酸 20%、氰氟草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375-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62  企业名称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乙·莠去津  含量 46%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22%、莠去津 20%、硝磺草酮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897-151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5.12.11-2016.12.11 
                                                                           
登记证号 LS20150211  企业名称 江西海阔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胺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胺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梨木虱          80-1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47  企业名称 比利时特胺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福美锌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福美锌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早疫病          1575-22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95  企业名称 四川沃野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乙羧氟  含量 12%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喹禾灵 4%、乙羧氟草醚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90-10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09.22-2017.09.22 
                                                                           
登记证号 LS20150313  企业名称 湖南迅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稻瘟酰胺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稻瘟酰胺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3-2017.10.23 
                                                                           
登记证号 LS20150315  企业名称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丙草胺  含量 2%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嘧磺隆 0.18%、丙草胺 1.8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杂草      600-75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0.23-2017.10.23 
                                                                           
登记证号 LS20150317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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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吡唑醚菌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75-100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褐斑病          5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3-2017.12.03 
                                                                           
登记证号 LS20150318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代森联  含量 72%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6%、代森联 6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炭疽病          400-600 毫克/千克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324-5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3-2017.12.03 
                                                                           
登记证号 LS20150319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3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81-99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褐斑病          5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3-2017.12.03 
                                                                           
登记证号 LS20150340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咪鲜胺  含量 3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咪鲜胺 5%、噻虫嗪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蓟马            70-8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水稻          恶苗病          70-8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17-2017.12.17 
                                                                           
登记证号 LS20150345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嘧酚磺酸酯  含量 2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嘧酚磺酸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225-2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PD20040019  企业名称 美国杜邦公司 
产品名称 砜嘧磺隆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砜嘧磺隆 25% 
有效期 2014.11.02-2019.11.02 
                                                                           
登记证号 PD20040097  企业名称 江苏凯晨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氰菊酯  含量 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20.25-2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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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40100  企业名称 浙江省杭州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氰菊酯  含量 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123  企业名称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酮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唑酮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120-12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150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酮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唑酮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188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15-30 克/公顷(南方地区) 

45-60 克/公顷(北方地区)         喷雾 
水稻          飞虱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391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氰菊酯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梨木虱          20.8-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629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灵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哒螨灵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50-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633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7.5-11.2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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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736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杀虫单  含量 3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杀虫单 3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飞虱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76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酮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0%、三唑酮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赤霉病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80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灵  含量 1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哒螨灵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50-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50100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吡虫啉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2%、氯氰菊酯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22.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7.29-2020.07.29 
                                                                           
登记证号 PD2005013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菊酯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氰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6-5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9.09-2020.09.09 
                                                                           
登记证号 PD20060186  企业名称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虫腈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氟虫腈 95% 
有效期 2016.11.24-2021.11.24 
                                                                           
登记证号 PD20060194  企业名称 山东科大创业生物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酰甲胺磷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介壳虫          250-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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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60196  企业名称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精吡氟禾草灵  含量 85.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吡氟禾草灵 85.7%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060197  企业名称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嘧啶磷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嘧啶磷 90%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060198  企业名称 江西省海利贵溪化工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萘威  含量 99%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甲萘威 99% 
有效期 2016.12.07-2021.12.07 
                                                                           
登记证号 PD20060199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辛硫磷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辛硫磷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300-375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56.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7-2021.12.07 
                                                                           
登记证号 PD20060200  企业名称 镇江建苏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酮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嗪酮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7-2021.12.07 
                                                                           
登记证号 PD20070001  企业名称 江苏中意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97% 
有效期 2017.01.04-2022.01.04 
                                                                           
登记证号 PD20070002  企业名称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97% 
有效期 2017.01.01-2022.01.01 
                                                                           
登记证号 PD20070006  企业名称 江苏省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酮·福美双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17%、福美双 17%、三唑酮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420-60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42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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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70010  企业名称 比利时农化公司 
产品名称 霜霉威盐酸盐原药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霉威盐酸盐 97%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4  企业名称 江阴福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750－9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21  企业名称 江阴福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园          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 1537.5-2460 克/公顷           定向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36  企业名称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氯氰菊酯  含量 93%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氟氯氰菊酯 93%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070038  企业名称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4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异丙胺盐 4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 1230-2460 克/公顷             定向喷雾 
有效期 2017.02.08-2022.02.08 
                                                                           
登记证号 PD20080492  企业名称 江苏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百草枯  含量 42%  剂型 母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百草枯 42% 
有效期 2014.04.07-2019.04.07 
                                                                           
登记证号 PD20080790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硫磺·多菌灵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15%、硫磺 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叶斑病          1200-18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6.20-2018.06.20 
                                                                           
登记证号 PD20080874  企业名称 山东碧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禾灵  含量 1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喹禾灵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油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5-6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春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67.5-78.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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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3.06.30-2018.06.30 
                                                                           
登记证号 PD2008144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锡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唑锡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33-2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11.04-2018.11.04 
                                                                           
登记证号 PD2008146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螨·三唑锡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四螨嗪 3%、三唑锡 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67-1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11.04-2018.11.04 
                                                                           
登记证号 PD20081698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螨·哒螨灵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哒螨灵 7%、四螨嗪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40-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11.17-2018.11.17 
                                                                           
登记证号 PD20081950  企业名称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产品名称 霜脲·锰锌  含量 7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锰锌 64%、霜脲氰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马铃薯        晚疫病          1155-1620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1440-180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晚疫病          1440-1800 克/公顷               喷雾 
辣椒          疫病            1080-1800 克/公顷               喷淋 
有效期 2013.11.24-2018.11.24 
                                                                           
登记证号 PD20082061  企业名称 黑龙江绥农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萘乙酸  含量 0.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萘乙酸 0.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秧田      调节生长        500－750 倍液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3.11.25-2018.11.25 
                                                                           
登记证号 PD20082346  企业名称 湖北天泽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32000IU/毫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 32000IU/毫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森林          松毛虫          稀释 600-800 倍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1500-30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1500-3000 克制剂/公顷           加细沙灌心 
水稻          稻纵卷叶螟      30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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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二代棉铃虫      30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枣树          枣尺蠖          稀释 600-800 倍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稀释 400-800 倍                  喷雾 
有效期 2013.12.01-2018.12.01 
                                                                           
登记证号 PD20082634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辛硫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氯氰菊酯 1.5%、辛硫磷 18.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蚜            240-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04-2018.12.04 
                                                                           
登记证号 PD20083569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氯·马  含量 37%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0.8%、马拉硫磷 36.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277.5-388.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2-2018.12.12 
                                                                           
登记证号 PD20084006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硫磺·三唑酮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硫磺 10%、三唑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37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6-2018.12.16 
                                                                           
登记证号 PD20084259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啶核苷类抗菌素  含量 4%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啶核苷类抗菌素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枯萎病          100-200 毫克/千克               灌根 
有效期 2013.09.17-2018.09.17 
                                                                           
登记证号 PD20084591  企业名称 山东东方农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多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高毒 
配比     灭多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8-2018.12.18 
                                                                           
登记证号 PD20084754  企业名称 郑州田丰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7.5-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2-2018.12.22 
                                                                           
登记证号 PD20084759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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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多·硫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10%、硫磺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200-18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2-2018.12.22 
                                                                           
登记证号 PD20085830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锰锌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0%、代森锰锌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1000-1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9-2018.12.29 
                                                                           
登记证号 PD20086170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百·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敌百虫 20%、毒死蜱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360-4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30-2018.12.30 
                                                                           
登记证号 PD20090289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毒死蜱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8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09-2019.01.09 
                                                                           
登记证号 PD20090336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高氯  含量 1.1%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1%、高效氯氰菊酯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14.85-26.4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14.85-26.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12-2019.01.12 
                                                                           
登记证号 PD20091137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蚜虫            12-1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1.21-2019.01.21 
                                                                           
登记证号 PD20091491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氰菊酯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甲氰菊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山楂红蜘蛛      100-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2-2019.02.02 
                                                                           



52 
 

登记证号 PD20092250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22.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4-2019.02.24 
                                                                           
登记证号 PD20092422  企业名称 陕西恒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唑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2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250-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5-2019.05.17 
                                                                           
登记证号 PD20092801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酮·氧乐果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高毒 
配比     三唑酮 4%、氧乐果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红蜘蛛          520-60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52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04-2019.03.04 
                                                                           
登记证号 PD20093819  企业名称 安徽弘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戊·乐果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乐果 18%、氰戊菊酯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300-3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5-2019.03.25 
                                                                           
登记证号 PD20093957  企业名称 山东东方农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禾灵  含量 8.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喹禾灵 8.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2.5-6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3.27-2019.03.27 
                                                                           
登记证号 PD20094230  企业名称 陕西恒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联苯菊酯 1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31-2019.05.17 
                                                                           
登记证号 PD20094420  企业名称 湖南瑞泽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荔枝树        蝽蟓            6.25-12.5 毫克/千克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15-30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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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11.25-22.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6.25-16.7 毫克/千克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桃小食心虫      6.25-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潜叶蛾          12.5-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甜菜夜蛾        15-30 克/公顷                   喷雾 
荔枝树        蒂蛀虫          12.5-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4.01-2019.04.01 
                                                                           
登记证号 PD20094477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柳·三唑酮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高毒 
配比     甲基异柳磷 8%、三唑酮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地下害虫        40-8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4.04.09-2019.04.09 
                                                                           
登记证号 PD20094736  企业名称 苏州遍净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赤霉病          600-75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750-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莲藕          叶斑病          375-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10-2019.04.10 
                                                                           
登记证号 PD20094762  企业名称 郑州田丰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6.75-8.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13-2019.04.13 
                                                                           
登记证号 PD20095462  企业名称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吗·乙铝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吗啉 5%、三乙膦酸铝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500-750 毫克/千克               喷雾 
荔枝          霜疫霉病        600-8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5.11-2019.05.11 
                                                                           
登记证号 PD20095787  企业名称 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62％）  含量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46% 
有效期 2014.05.27-2019.05.27 
                                                                           
登记证号 PD20095879  企业名称 大连瑞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乙·异噁松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唑乙烟酸 4%、异噁草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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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1)405-810 克/公顷              1)土壤喷雾 

2)405-495 克/公顷              2)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5.31-2019.05.31 
                                                                           
登记证号 PD20096017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唑磷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三化螟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6.15-2019.06.15 
                                                                           
登记证号 PD20096082  企业名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5-30 克/公顷                   喷雾 
莲藕          莲缢管蚜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6.18-2019.06.18 
                                                                           
登记证号 PD20096279  企业名称 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磺隆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磺隆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5-2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7.22-2019.07.22 
                                                                           
登记证号 PD20096348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9-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7.28-2019.07.28 
                                                                           
登记证号 PD20096475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氯·甲维盐  含量 4.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4%、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37.8-44.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8.14-2019.08.14 
                                                                           
登记证号 PD20096685  企业名称 陕西恒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硅唑  含量 4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硅唑 4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40－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9.07-2019.09.07 
                                                                           
登记证号 PD20097027  企业名称 江苏润鸿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55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0.10-2019.10.10 
                                                                           
登记证号 PD20097245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速灭威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速灭威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0.19-2019.10.19 
                                                                           
登记证号 PD20097284  企业名称 北京科林世纪海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溴鼠灵  含量 0.005%  剂型 饵粒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溴鼠灵 0.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家鼠            饱和投饵                       投放 
有效期 2014.10.26-2019.10.26 
                                                                           
登记证号 PD20097352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磺隆  含量 40 克/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4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42-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10.27-2019.10.27 
                                                                           
登记证号 PD20097457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乐果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乐果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540-6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0.28-2019.10.28 
                                                                           
登记证号 PD20097515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磺隆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磺隆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22.5-3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11.03-2019.11.03 
                                                                           
登记证号 PD20097768  企业名称 江苏东进农药化工厂 
产品名称 三唑酮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唑酮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12-2019.11.12 
                                                                           
登记证号 PD20097964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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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41%)  含量 /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喷雾 
有效期 2014.12.01-2019.12.01 
                                                                           
登记证号 PD20097991  企业名称 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敌畏  含量 77.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敌畏 7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780-9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07-2019.12.07 
                                                                           
登记证号 PD20098301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混灭威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混灭威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8-2019.12.18 
                                                                           
登记证号 PD20098306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8-2019.12.18 
                                                                           
登记证号 PD20098375  企业名称 安徽弘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仲丁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仲丁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叶蝉            375-55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8-2019.12.18 
                                                                           
登记证号 PD20100196  企业名称 广西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双  含量 18%  剂型 水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杀虫双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三化螟          540-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05-2020.01.05 
                                                                           
登记证号 PD20100222  企业名称 河南省南阳市福来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唑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2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茭白          胡麻斑病        56-75 克/公顷                   喷雾 
香蕉树        叶斑病          250-500 毫克/千克               喷雾 
小麦          白粉病          112.5-150 克/公顷               喷雾 
莲藕          叶斑病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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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5.01.11-2020.01.11 
                                                                           
登记证号 PD20100497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仲丁威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嗪酮 5%、仲丁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87.5-28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1559  企业名称 山东罗邦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0.57%)  含量 /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1.5-1.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5.19-2020.05.19 
                                                                           
登记证号 PD20101662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33%)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500-22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6.03-2020.06.03 
                                                                           
登记证号 PD20101768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硫·三唑磷  含量 27%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唑磷 5%、辛硫磷 2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243-4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7.07-2020.07.07 
                                                                           
登记证号 PD20101817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丰邦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高氯  含量 3%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高效氯氰菊酯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3.5-27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13.5-2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7.19-2020.07.19 
                                                                           
登记证号 PD20102024  企业名称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3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小麦          白粉病          45-54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36～54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58.5-76.5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白粉病          45-54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67.5-9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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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条锈病          36～5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9.25-2020.09.25 
                                                                           
登记证号 PD20102144  企业名称 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地芬·硫酸钡  含量 20.02%  剂型 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硫酸钡 20%、地芬诺酯 0.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家鼠            饱和投饵                       堆施或穴施 
有效期 2015.12.07-2020.12.07 
                                                                           
登记证号 PD20102188  企业名称 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草胺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草胺 95% 
有效期 2015.12.15-2020.12.15 
                                                                           
登记证号 PD20102200  企业名称 广东省佛山市大兴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氰菊酯  含量 4.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20.25-2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17-2020.12.17 
                                                                           
登记证号 PD20110117  企业名称 天津市天环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3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01.26-2021.01.26 
                                                                           
登记证号 PD20110184  企业名称 韩国 LG 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吡磺隆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吡磺隆 97% 
有效期 2016.02.18-2021.02.18 
                                                                           
登记证号 PD20110287  企业名称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4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曲病          64.5-96.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96.75-116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白粉病          96.75-161.2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61-86 毫克/千克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07.5-143 毫克/千克             喷雾 
大白菜        黑斑病          96.75-116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64.5-9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3.11-2021.03.11 
                                                                           
登记证号 PD20110361  企业名称 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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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7.5-15 毫升/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1.71-3.4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3.31-2021.03.31 
                                                                           
登记证号 PD20110472  企业名称 威海韩孚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锰锌  含量 69%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锰锌 60%、烯酰吗啉 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211-138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4.22-2021.04.22 
                                                                           
登记证号 PD20110566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5－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5.27-2021.05.27 
                                                                           
登记证号 PD20110635  企业名称 湖北信风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丙环唑  含量 3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00克/升、丙环唑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曲病          6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6.13-2021.06.13 
                                                                           
登记证号 PD20110763  企业名称 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啶胺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啶胺 97% 
有效期 2016.08.23-2021.08.23 
                                                                           
登记证号 PD20110832  企业名称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68%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6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135.5-1703.25/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08.10-2021.08.10 
                                                                           
登记证号 PD20110920  企业名称 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戊唑醇 4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64.5-97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61.4－86 毫克/千克              喷雾 
苦瓜          白粉病          77.4-116.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9.05-2021.09.05 
                                                                           
登记证号 PD20110930  企业名称 陕西喷得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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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杀虫双  含量 18%  剂型 水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杀虫双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540-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9.06-2021.09.06 
                                                                           
登记证号 PD20110973  企业名称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枯草芽孢杆菌  含量 1000 亿芽孢/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枯草芽孢杆菌 1000 亿芽孢/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225-3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草莓          白粉病          300-6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人参          灰霉病          60-80 克制剂/亩                 喷雾 
柑橘          青霉病          3000-5000 倍液                  浸果 
烟草          黑胫病          225-306 克制剂/公顷             喷淋茎基部 
小麦          锈病            225-3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225-3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人参          黑斑病          60-80 克制剂/亩                 喷雾 
草莓          绿霉病          300-6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马铃薯        晚疫病          150-21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黄萎病          1）10-30 克制剂/亩；         1）喷雾； 

2）1：500                   2）浸种 
水稻          稻瘟病          90-18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9.14-2021.09.14 
                                                                           
登记证号 PD20111036  企业名称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嗪草酸甲酯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嗪草酸甲酯 95% 
有效期 2016.10.10-2021.10.10 
                                                                           
登记证号 PD20111042  企业名称 河北青园腾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过氧乙酸  含量 2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过氧乙酸 2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灰霉病          441-7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0-2021.10.10 
                                                                           
登记证号 PD20111046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泰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3%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8-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0-2021.10.10 
                                                                           
登记证号 PD20111077  企业名称 山西奇星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蚜虫            13.3-16.6 毫克/千克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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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0.12-2021.10.12 
                                                                           
登记证号 PD20111099  企业名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磺隆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烟嘧磺隆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40-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7-2021.10.17 
                                                                           
登记证号 PD20111107  企业名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噁唑禾草灵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噁唑禾草灵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60-9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春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90-1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7-2021.10.17 
                                                                           
登记证号 PD20111117  企业名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噁唑禾草灵  含量 69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精噁唑禾草灵 69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麦田        野燕麦          41.4-62.1 克/公顷(北方地区)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27-2021.10.27 
                                                                           
登记证号 PD20111130  企业名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磺隆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苄嘧磺隆 6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3.75-45 克/公顷                毒土法 
有效期 2016.10.28-2021.10.28 
                                                                           
登记证号 PD20111132  企业名称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25-4.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5-2021.11.15 
                                                                           
登记证号 PD20111150  企业名称 南通联农佳田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21-4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04-2021.11.04 
                                                                           
登记证号 PD20111173  企业名称 南宁市德丰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3%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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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7－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5-2021.11.15 
                                                                           
登记证号 PD20111177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泰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菠菜          蚜虫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蚜虫            7.5-1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5-2021.11.15 
                                                                           
登记证号 PD20111178  企业名称 四川华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5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5-2021.11.15 
                                                                           
登记证号 PD20111213  企业名称 邢台佰斯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过氧乙酸  含量 2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过氧乙酸 2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灰霉病          441-7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7-2021.11.17 
                                                                           
登记证号 PD20111223  企业名称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锰锌 90% 
有效期 2011.11.17-2016.11.17 
                                                                           
登记证号 PD20111228  企业名称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登记证号 PD20111231  企业名称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1%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0.125-13.5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登记证号 PD20111241  企业名称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嗪草酮  含量 4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嗪草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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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540-648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登记证号 PD20111242  企业名称 广西安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井冈·三环唑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井冈霉素 4%、三环唑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登记证号 PD20111306  企业名称 保定市科绿丰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5%  剂型 油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原          蝗虫            9-15 克/公顷                    超低容量喷雾 
有效期 2016.11.24-2021.11.24 
                                                                           
登记证号 PD20111308  企业名称 美丰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醚菌酯  含量 3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醚菌酯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莓          白粉病          135-1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24-2021.11.24 
                                                                           
登记证号 PD20111312  企业名称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24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螨酯 24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4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红蜘蛛          4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棉花          红蜘蛛          36-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2-2021.12.02 
                                                                           
登记证号 PD20111313  企业名称 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68%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6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2.02-2021.12.02 
                                                                           
登记证号 PD20111322  企业名称 鹤壁市维多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65%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6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喷雾 
有效期 2016.12.05-202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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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11330  企业名称 重庆双丰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胆·萘乙酸  含量 1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化胆碱 17%、萘乙酸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洋葱          调节生长、增产  135-162 克/公顷                 喷雾 
大蒜          调节生长、增产  180-220.5 克/公顷               喷雾 
姜            调节生长、增产  135-18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111333  企业名称 江苏艾津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杀螺胺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杀螺胺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福寿螺          315-4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111335  企业名称 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1.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111338  企业名称 四川红种子高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吡虫啉  含量 7%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虫啉 5%、咪鲜胺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蓟马            58.3-8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水稻          恶苗病          58.3-8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111339  企业名称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福美双  含量 13%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福美双 10%、氯氰菊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茎枯病          217-32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玉米          蛴螬            217-32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玉米          金针虫          217-32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玉米          地老虎          217-32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111341  企业名称 四川红种子高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甲霜·多菌灵  含量 13%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10%、甲霜灵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          根腐病          216.67-260 克/100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111348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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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吡虫·毒死蜱  含量 2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毒死蜱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5.5-13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9-2021.12.09 
                                                                           
登记证号 PD20111366  企业名称 江苏东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26.25-31.5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蚜虫            15.75－2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PD20111370  企业名称 河南省兰考县苏豫精细化工厂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0.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4-2021.12.14 
                                                                           
登记证号 PD20111374  企业名称 桂林集琦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4-2021.12.14 
                                                                           
登记证号 PD20111378  企业名称 无锡禾美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草胺  含量 89%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8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玉米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648-1948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春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648-1948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2.14-2021.12.14 
                                                                           
登记证号 PD20111381  企业名称 山东省邹平县绿大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9.45-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4-2021.12.14 
                                                                           
登记证号 PD20111383  企业名称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环唑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环唑 96% 
有效期 2016.12.14-2021.12.14 
                                                                           
登记证号 PD20111393  企业名称 迈克斯（如东）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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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噻苯隆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苯隆 98% 
有效期 2016.12.21-2021.12.21 
                                                                           
登记证号 PD20111399  企业名称 江苏省徐州诺特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聚乙醛  含量 10%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四聚乙醛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蜗牛            600-75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2.22-2021.12.22 
                                                                           
登记证号 PD20111404  企业名称 山西运城绿康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37%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3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74-9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2-2021.12.22 
                                                                           
登记证号 PD20111407  企业名称 广西兄弟农药厂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8.1-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2-2021.12.22 
                                                                           
登记证号 PD20111420  企业名称 天津科润北方种衣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虫腈  含量 8%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氟虫腈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蛴螬            药剂种子质量比 1:3750-1:3125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23-2021.12.23 
                                                                           
登记证号 PD20111423  企业名称 山东京蓬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芸苔素内酯  含量 0.0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芸苔素内酯 0.0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调节生长        0.03-0.05 毫克/千克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2.23-2021.12.23 
                                                                           
登记证号 PD20111426  企业名称 江苏省通州正大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氯氰  含量 7%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氯氰菊酯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叶菜类蔬菜    小菜蛾          21-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3-2021.12.23 
                                                                           
登记证号 PD20111431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泰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酰吗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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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黑胫病          228－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8-2021.12.28 
                                                                           
登记证号 PD20111432  企业名称 江苏省通州正大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1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毒死蜱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蛴螬            2250-3450 克/公顷               拌毒土撒施 
有效期 2016.12.28-2021.12.28 
                                                                           
登记证号 PD20111439  企业名称 北京市东旺农药厂 
产品名称 腈菌唑  含量 12.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腈菌唑 1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          白粉病          56.25－75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赤星病          56.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PD20111442  企业名称 山西运城绿康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腈菌唑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腈菌唑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40-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PD20111444  企业名称 广东省佛山市盈辉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莎稗磷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莎稗磷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禾本科、莎草科及某些多年生杂草  

南方：270-315 克/公顷； 

北方：315-360 克/公顷          毒土法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PD20111449  企业名称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百·毒死蜱  含量 4.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百虫 3%、毒死蜱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蛴螬            1687.5－2362.5 克/公顷          毒土撒施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登记证号 PD20111452  企业名称 浙江乐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丙环唑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5%、丙环唑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6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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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11453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垦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赤霉酸  含量 3%  剂型 脂膏  毒性 微毒 
配比     赤霉酸 A4+A7 1%、赤霉酸 A3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调节生长        0.6-0.9 毫克/果                 涂抹果柄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登记证号 PD20111460  企业名称 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丙环唑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5%、丙环唑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0－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31-2021.12.31 
                                                                           
登记证号 PD20120001  企业名称 江西正邦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50-5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04  企业名称 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乙  含量 20%  剂型 大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4.5%、乙草胺 15.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84-118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06  企业名称 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哒螨灵  含量 10.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哒螨灵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34-51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07  企业名称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哒螨灵  含量 15.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哒螨灵 15.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77.5-10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08  企业名称 浙江龙游东方阿纳萨克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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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011  企业名称 江苏省新沂市科大农药厂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微囊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毒死蜱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蛴螬            1575-2250 克/公顷               喷雾于播种穴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13  企业名称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嘧磺隆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嘧磺隆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450-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15  企业名称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啶磺草胺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啶磺草胺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10.55-14.0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06-2022.01.06 
                                                                           
登记证号 PD20120024  企业名称 泰州百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啶胺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啶胺 98%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登记证号 PD20120029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胺·乙霉威  含量 26%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霉威 16%、嘧霉胺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灰霉病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登记证号 PD20120037  企业名称 江西威牛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稻瘟灵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稻瘟灵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540－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40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油菜          菌核病          1200-1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45  企业名称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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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48  企业名称 四川沃野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丙草胺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4%、丙草胺 3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360-48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55  企业名称 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22.5-3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56  企业名称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联苯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61  企业名称 河北新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蚜虫            10－1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66  企业名称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酮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嗪酮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75  企业名称 上海悦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2.2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12007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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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540-7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2  企业名称 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百菌清  含量 5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5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早疫病          900－10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6  企业名称 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3%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蚜虫            10－1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91  企业名称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己唑醇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093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6-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095  企业名称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蝇胺  含量 75%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菜豆          美洲斑潜蝇      168.7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097  企业名称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15-30 克/公顷(南方地区)45-60 克/公顷(北方地区)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0  企业名称 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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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1.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2  企业名称 山东京蓬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芸苔素内酯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芸苔素内酯 90%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4  企业名称 河北博嘉农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蚜虫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5  企业名称 山东京蓬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0.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87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7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莠  含量 52%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26%、莠去津 2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248-156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8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霉胺  含量 4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霉胺 4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灰霉病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9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磺胺草醚  含量 12.8%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磺胺草醚 1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92-230.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10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草胺  含量 4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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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小粒种子阔叶杂草 

1500-1800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13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泰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胺  含量 4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16  企业名称 山东省招远市金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福  含量 1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7.5%、福美双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苗期立枯病      250－37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22  企业名称 山东惠民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1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14.3－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23  企业名称 浙江龙游东方阿纳萨克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茭白          二化螟          9.5-13.5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8.1-1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25  企业名称 陕西标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28  企业名称 辽宁正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磺胺草醚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磺胺草醚 250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大豆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75-48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30  企业名称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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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硫双威  含量 375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硫双威 37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小地老虎        350-1050 克 /100 千克种子        拌种法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34  企业名称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75-10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水稻田(直播)  部分禾本科杂草  75-10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57  企业名称 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联苯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58  企业名称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腈菌唑  含量 12.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腈菌唑 1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41.7-6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62  企业名称 江西劲农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杀虫单  含量 3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1%、杀虫单 3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二化螟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三化螟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64  企业名称 山东省淄博绿晶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萝卜          黄条跳甲        45-90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蚜虫            10-15 毫克/千克                 喷雾 
菠菜          蚜虫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69  企业名称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4%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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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联苯菊酯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小绿叶蝉      30-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70  企业名称 浙江龙游东方阿纳萨克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螨特  含量 73%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螨特 7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92－48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71  企业名称 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10%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虱          15-20.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73  企业名称 东部福阿母韩农（黑龙江）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84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蒜素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蒜素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枯萎病          247.5-35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1.30-2017.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92  企业名称 烟台绿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1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1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100-125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62.5-8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96  企业名称 江西万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磷·高氯氟  含量 21%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1%、三唑磷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220.5-25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03-2022.02.03 
                                                                           
登记证号 PD20120202  企业名称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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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四聚乙醛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四聚乙醛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蜗牛            300-4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06-2022.02.06 
                                                                           
登记证号 PD20120203  企业名称 安徽省银山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3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2.06-2022.02.06 
                                                                           
登记证号 PD20120204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10.5-2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07-2022.02.07 
                                                                           
登记证号 PD20120216  企业名称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腈菌唑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腈菌唑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40－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09-2022.02.09 
                                                                           
登记证号 PD20120217  企业名称 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吡甲禾灵  含量 108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吡甲禾灵 108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0.5-48.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2.09-2022.02.09 
                                                                           
登记证号 PD20120229  企业名称 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甜菜夜蛾        1.875-3.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2.10-2017.02.10 
                                                                           
登记证号 PD20120259  企业名称 山东省淄博绿晶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蚜虫            12-16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4-202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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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262  企业名称 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炔螨特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3%、炔螨特 39.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00-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4-2022.02.14 
                                                                           
登记证号 PD20120264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中生菌素  含量 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中生菌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青枯病          37.5-50 毫克/千克               灌根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69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3%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4.5-9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红蜘蛛          7.5－10 毫克/千克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8.4-1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74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毒死蜱  含量 2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毒死蜱 19.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180-2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77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螨酯  含量 28%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螨酯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8-4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87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4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64.5-96.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86-107.5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64.5-96.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64.5-9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6-2022.02.16 
                                                                           
登记证号 PD20120288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螨特  含量 73%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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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炔螨特 7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43-36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6-2022.02.16 
                                                                           
登记证号 PD20120292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香菇多糖  含量 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香菇多糖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条纹叶枯病      15－18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病毒病          15－1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299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2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06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螨·唑螨酯  含量 21%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四螨嗪 18%、唑螨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70－10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07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润生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虫酰肼  含量 10.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酰肼 10%、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47.25-78.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08  企业名称 山东恒丰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1.25-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36  企业名称 山东兆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3%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蚜虫            10-1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48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润生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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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炔螨特  含量 73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螨特 7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43-36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3-2022.02.23 
                                                                           
登记证号 PD20120377  企业名称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芥蓝          小菜蛾          2.75－3.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95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草松  含量 48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草松 48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直播水稻田    莎草及阔叶杂草  900-14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7-2022.03.07 
                                                                           
登记证号 PD20120401  企业名称 山东恒丰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1%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7-2022.03.07 
                                                                           
登记证号 PD20120665  企业名称 江苏凯晨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啶虫脒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          蚜虫            12.5～2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4.18-2017.04.18 
                                                                           
登记证号 PD20120721  企业名称 安徽弘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溴·辛硫磷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溴磷 6%、辛硫磷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26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4.28-2017.04.28 
                                                                           
登记证号 PD20120889  企业名称 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2.1-3.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5.24-2017.05.24 
                                                                           
登记证号 PD20120907  企业名称 山东禾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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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56.25-6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22-3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5.31-2017.05.31 
                                                                           
登记证号 PD20120934  企业名称 安徽弘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氯·马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1.5%、马拉硫磷 18.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滩(草)地      蝗虫            150-210 克/公顷                 喷雾 
滩涂          蝗虫            150-21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6.04-2017.06.04 
                                                                           
登记证号 PD20121099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1.25-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7.19-2017.07.19 
                                                                           
登记证号 PD20121110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唑  含量 2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13-15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褐斑病          100-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7.19-2017.07.19 
                                                                           
登记证号 PD20121277  企业名称 山东东方农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9.06-2017.09.06 
                                                                           
登记证号 PD20122037  企业名称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          烟青虫          18-27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小地老虎        7.5-1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2.24-2017.12.24 
                                                                           
登记证号 PD2012204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1%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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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          甜菜夜蛾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2.24-2017.12.24 
                                                                           
登记证号 PD2012205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7.5－1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12.24-2017.12.24 
                                                                           
登记证号 PD2012210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酮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60－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2.26-2017.12.26 
                                                                           
登记证号 PD2012211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丁醚脲  含量 15.6%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6%、丁醚脲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52-78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12.26-2017.12.26 
                                                                           
登记证号 PD2013003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00-1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1.07-2018.01.07 
                                                                           
登记证号 PD20130163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丁醚脲  含量 45.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5%、丁醚脲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204.75-27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1.24-2018.01.24 
                                                                           
登记证号 PD20130173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1－2.8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1.24-2018.01.24 
                                                                           
登记证号 PD2013022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硅唑  含量 8%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硅唑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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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          白粉病          60-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1.30-2018.01.30 
                                                                           
登记证号 PD20130420  企业名称 浙江博仕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嘧菌酯  含量 325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25克/升、嘧菌酯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7.5-146.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46.25-243.75 克/公顷           喷雾 
西瓜          炭疽病          195-24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3.18-2018.03.18 
                                                                           
登记证号 PD20130631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丙草胺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4%、丙草胺 3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360-48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3.04.05-2018.04.05 
                                                                           
登记证号 PD2013066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灵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哒螨灵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75-1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4.08-2018.04.08 
                                                                           
登记证号 PD20130679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菌酯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菌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87.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4.09-2018.04.09 
                                                                           
登记证号 PD20130702  企业名称 山东东方农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草胺  含量 81.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8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小粒种子阔叶杂草 

1350-1620 克/公顷 (东北地区)  

1080-1350 克/公顷 (其它地区)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3.04.11-2018.04.11 
                                                                           
登记证号 PD2013086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霉·百菌清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25%、嘧霉胺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灰霉病          2100-27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4.22-2018.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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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3086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醚脲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醚脲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4.22-2018.04.22 
                                                                           
登记证号 PD20130932  企业名称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酮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60-75 克/公顷                   喷雾 
芹菜          蚜虫            75-12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60-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4.28-2018.04.28 
                                                                           
登记证号 PD2013103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毒死蜱  含量 4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28%、噻嗪酮 1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252－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5.13-2018.05.13 
                                                                           
登记证号 PD20131063  企业名称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环唑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环唑 97% 
有效期 2013.05.20-2018.05.20 
                                                                           
登记证号 PD2013113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中生  含量 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5%、中生菌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40-5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5.20-2018.05.20 
                                                                           
登记证号 PD20131206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螨·丁醚脲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醚脲 300 克/升、四螨嗪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66.7-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5.28-2018.05.28 
                                                                           
登记证号 PD20131310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酮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嗪酮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2.5-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6.08-201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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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31388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氰菊酯  含量 2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甲氰菊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67-1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6.24-2018.06.24 
                                                                           
登记证号 PD20132514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氯·甲维盐  含量 4.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4%、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2.05-28.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6-2018.12.16 
                                                                           
登记证号 PD20132534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蚜虫            21-2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6-2018.12.16 
                                                                           
登记证号 PD20132643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55-3.8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0-2018.12.20 
                                                                           
登记证号 PD20140001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酰吗啉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40-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02-2019.01.02 
                                                                           
登记证号 PD20140205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6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6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36-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29-2019.01.29 
                                                                           
登记证号 PD20140218  企业名称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异丙威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10%、异丙威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50-18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灰飞虱          187.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29-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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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40558  企业名称 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胺盐  含量 5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06-2019.03.06 
                                                                           
登记证号 PD20140747  企业名称 山东禾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咪鲜胺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7.5%、咪鲜胺 1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坪          枯萎病          562.5-937 克/公顷               喷雾 
香蕉          叶斑病          167-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4-2019.03.24 
                                                                           
登记证号 PD20140946  企业名称 四川龙蟒福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S-诱抗素  含量 0.25%  剂型 水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S-诱抗素 0.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调节生长        1.25-2.5 毫克/千克              喷雾 
棉花          调节生长        1.67-2.5 毫克/千克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4.14-2019.04.14 
                                                                           
登记证号 PD20141457  企业名称 河北三农农用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蚜酮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67.5-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6.09-2019.06.09 
                                                                           
登记证号 PD20142302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炭疽病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03-2019.11.03 
                                                                           
登记证号 PD20142496  企业名称 山东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己唑醇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21-2019.11.21 
                                                                           
登记证号 PD20150678  企业名称 黑龙江省佳木斯兴宇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福·甲维盐  含量 20.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10%、福美双 10%、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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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          根腐病           250-333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大豆          孢囊线虫        250-333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5.04.17-2020.04.17 
                                                                           
登记证号 PD20150989  企业名称 辽宁省沈阳同祥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10.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稗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 90-10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5.06.11-2020.06.11 
                                                                           
登记证号 PD20151098  企业名称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粉唑醇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粉唑醇 97% 
有效期 2015.06.17-2020.06.17 
                                                                           
登记证号 PD20151364  企业名称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夏邑）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60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6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黑穗病          1.8-3.6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花生          叶斑病          10-15 克/100 公斤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5.07.30-2020.07.30 
                                                                           
登记证号 PD20151619  企业名称 上海禾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98% 
有效期 2015.08.28-2020.08.28 
                                                                           
登记证号 PD20151998  企业名称 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25-1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8.31-2020.08.31 
                                                                           
登记证号 PD20152415  企业名称 苏州遍净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4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苦瓜          白粉病          116.1-154.8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96.75-12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0.25-2020.10.25 
                                                                           
登记证号 PD20152614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啶·吡蚜酮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蚜酮 30%、烯啶虫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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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90-120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蚜虫            60-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17-2020.12.17 
                                                                           
登记证号 PD20152642  企业名称 浙江富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1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园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5.12.19-2020.12.19 
                                                                           
登记证号 PD373-2001  企业名称 日本曹达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双胍三辛烷基苯磺酸盐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胍三辛烷基苯磺酸盐 90% 
有效期 2016.12.18-2021.12.18 
                                                                           
登记证号 PD61-88  企业名称 日本曹达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疮痂病          467-700 毫克/千克               喷雾 
花生          褐斑病          262.57-35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700－875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750-1050 克/公顷                喷雾 
西瓜          炭疽病          420-525 克/公顷                 喷雾 
芦笋          茎枯病          630-78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1.28-2018.01.28 
                                                                           
登记证号 PD84101-2  企业名称 河北省衡水北方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马拉硫磷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马拉硫磷 90%%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登记证号 PD84105-3  企业名称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马拉硫磷  含量 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马拉硫磷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象甲            625-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牧草          蝗虫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林木          蝗虫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长白蚧          625-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蓟马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飞虱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23-2019.12.23 
                                                                           
登记证号 PD84122-2  企业名称 浙江省临海市建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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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溴甲烷  含量 99%  剂型 原药  毒性 高毒 
配比     溴甲烷 9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土壤          根结线虫        500-750 千克/公顷               土壤熏蒸 
有效期 2014.12.17-2018.12.31 
                                                                           
登记证号 PD85131-34  企业名称 航空航天部正阳六九三兴华化工厂 
产品名称 井冈霉素  含量 2.4%，4%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井冈霉素 2.4%，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75-112.5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有效期 2016.04.05-2021.04.05 
                                                                           
登记证号 PD85150-42  企业名称 江苏粮满仓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果树          病害            0.05-0.1%药液                  喷雾 
棉花          苗期病害        50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水稻          纹枯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花生          倒秧病          750 克/公顷                     喷雾 
油菜          菌核病          1125-1500 克/公顷               喷雾 
莲藕          叶斑病          375-450 克/公顷                 喷雾 
麦类          赤霉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水稻          稻瘟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有效期 2016.01.18-2021.01.18 
                                                                           
登记证号 PD85160-2  企业名称 浙江平湖农药厂 
产品名称 乙蒜素  含量 8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乙蒜素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薯          黑斑病          2000 倍液                       浸种 
水稻          烂秧病          6000-8000 倍液                  浸种 
苹果树        叶斑病          800-1000 倍液                   喷雾 
大豆          紫斑病          5000 倍液                       浸种 
油菜          霜霉病          5000-6000 倍液                  喷雾 
棉花          多种病害        1000-8000 倍液                  浸种,闷种 
有效期 2016.03.15-2021.03.15 
                                                                           
登记证号 PD86101-42  企业名称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赤霉酸  含量 3%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赤霉酸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菠萝          增重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柑橘树        增重            20-40 毫克/千克                 喷花 
棉花          提高结铃率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水稻          增加千粒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苗齐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葡萄          无核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 1 周处理果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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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制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人参          增加发芽率      20 毫克/千克                    播前浸种 15分钟 
绿肥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增产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棉花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葡萄          增产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 1 周处理果穗 
芹菜          增产            20-1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次 
菠菜          增加鲜重        10-25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3 次 
菠萝          果实增大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柑橘树        果实增大        20-40 毫克/千克                 喷花 
花卉          提前开花        7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涂抹花芽 
有效期 2016.11.07-2021.11.07 
                                                                           
登记证号 PD86109-16  企业名称 江苏省扬州绿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16000IU/毫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 16000IU/毫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巢蛾            2250-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甘薯          天蛾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林木          尺蠖            22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青菜          小菜蛾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150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枣树          尺蠖            375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梨树          天幕毛虫        1500-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林木          松毛虫          22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白菜          小菜蛾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00-60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375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毒土 
萝卜          小菜蛾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林木          柳毒蛾          22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造桥虫          150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高粱          玉米螟          375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毒土 
烟草          烟青虫          37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柑橘树        柑橘凤蝶        2250-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150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稻苞虫          1500-60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青菜          菜青虫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白菜          菜青虫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萝卜          菜青虫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大豆          天蛾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30-2021.10.30 
                                                                           
登记证号 PD86109-22  企业名称 徐州农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8000IU/毫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 8000IU/毫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萝卜          小菜蛾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白菜          小菜蛾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青菜          小菜蛾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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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棉铃虫          150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枣树          尺蠖            375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00-60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造桥虫          150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37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萝卜          菜青虫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白菜          菜青虫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青菜          菜青虫          15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林木          尺蠖            22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375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毒土 
高粱          玉米螟          375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毒土 
苹果树        巢蛾            2250-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柑橘树        柑橘凤蝶        2250-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林木          柳毒蛾          22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林木          松毛虫          225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稻苞虫          1500-60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1500-7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梨树          天幕毛虫        1500-3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大豆          天蛾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甘薯          天蛾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PD86109-32  企业名称 登封市金博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16000IU/毫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 16000IU/毫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二代棉铃虫      30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400-800 倍液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1500-30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森林          松毛虫          600-800 倍液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30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枣树          尺蠖            600-800 倍液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1500-3000 克制剂/公顷           加细沙灌心 
有效期 2016.11.29-2021.11.29 
                                                                           
登记证号 PD86124-2  企业名称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萘乙酸  含量 80%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萘乙酸 80% 
有效期 2016.11.07-2021.11.07 
                                                                           
登记证号 PD86130-3  企业名称 江苏绿利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草松  含量 2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草松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原牧场      阔叶杂草        1500-1875 克/公顷               喷雾 
茶园          阔叶杂草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田        阔叶杂草        750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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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田        阔叶杂草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甘薯田        阔叶杂草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田        莎草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田        阔叶杂草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21-2021.11.21 
                                                                           
登记证号 PD86133-10  企业名称 江西省海利贵溪化工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仲丁威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仲丁威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叶蝉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飞虱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6-2021.10.26 
                                                                           
登记证号 PD86133-5  企业名称 湖北省天门易普乐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仲丁威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仲丁威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3-2021.11.13 
                                                                           
登记证号 PD86134-4  企业名称 湖北省天门易普乐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麦类          赤霉病          0.025%药液                     喷雾 
果树          病害            0.05-0.1%药液                  喷雾 
棉花          苗期病害        0.3%药液                       浸种 
绿萍          霉腐病          0.05%药液                      喷雾 
油菜          菌核病          1125-1500 克/公顷               喷雾 
甜菜          褐斑病          250-500 倍液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0.025%药液                     喷雾 
花生          倒秧病          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3-2021.11.13 
                                                                           
登记证号 PD86148  企业名称 江西省海利贵溪化工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6-2021.10.26 
                                                                           
登记证号 PD86148-2  企业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92 
 

水稻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6-2021.12.26 
                                                                           
登记证号 PD86148-20  企业名称 湖北省武汉武隆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3-2021.10.23 
                                                                           
登记证号 PD86148-53  企业名称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31-2021.12.31 
                                                                           
登记证号 PD86148-56  企业名称 广东省佛山市大兴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2-2022.01.22 
                                                                           
登记证号 PD86148-60  企业名称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PD86152-3  企业名称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酰甲胺磷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食心虫          500-1000 倍液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500-1000 倍液                   喷雾 
水稻          叶蝉            450-562.5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450-562.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介壳虫          500-1000 倍液                   喷雾 
柑橘树        螨              500-1000 倍液                   喷雾 
玉米          黏虫            500-1000 倍液                   喷雾 
蔬菜          蚜虫            500-1000 倍液                   喷雾 
棉花          蚜虫            450-56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螟虫            450-562.5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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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菜青虫          500-10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PD86156-4  企业名称 湖北省天门易普乐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威  含量 4%  剂型 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异丙威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飞虱            600 克/公顷                     喷粉 
水稻          叶蝉            600 克/公顷                     喷粉 
有效期 2016.11.13-2021.11.13 
                                                                           
登记证号 PD86157-16  企业名称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硫磺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硫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螨              3000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1125-1500 克/公顷               喷雾 
果树          白粉病          200-400 倍液                    喷雾 
花卉          白粉病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橡胶树        白粉病          1875-300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白粉病          30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PD86165-6  企业名称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异柳磷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高毒 
配比     甲基异柳磷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薯          茎线虫病        1500-3000 克/公顷               拌土条施或铺施 
甘薯          蛴螬            600 克/公顷                     毒饵 
小麦          地下害虫        4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高粱          地下害虫        0.05%药液                      拌种 
玉米          地下害虫        0.1%药液                       拌种 
花生          蛴螬            1500 克/公顷                    沟施花生墩旁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86176-12  企业名称 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酰甲胺磷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玉米螟          540-108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450-90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450-900 克/公顷                 喷雾 
玉米          黏虫            540-10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5-2021.10.15 
                                                                           
登记证号 PD86179-5  企业名称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百菌清  含量 98.5%、96%、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98.5%、96%、90% 
有效期 2016.10.23-202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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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86180-11  企业名称 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 
产品名称 百菌清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瓜类          霜霉病          1200-1650 克/公顷               喷雾 
叶菜类蔬菜    霜霉病          1275-1725 克/公顷               喷雾 
豆类          炭疽病          1275-2325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斑点落叶病      500 倍液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叶菜类蔬菜    白粉病          1275-1725 克/公顷               喷雾 
瓜类          白粉病          1200-1650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白粉病          600-700 倍液                    喷雾 
葡萄          黑痘病          600-700 倍液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花生          叶斑病          1125-1350 克/公顷               喷雾 
果菜类蔬菜    多种病害        1125-240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多种病害        600 倍液                        喷雾 
小麦          叶斑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炭疽病          600-800 倍液                    喷雾 
花生          锈病            1125-1350 克/公顷               喷雾 
豆类          锈病            1275-2325 克/公顷               喷雾 
橡胶树        炭疽病          500-800 倍液                    喷雾 
小麦          叶锈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疮痂病          750-9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31-2021.12.31 
                                                                           
登记证号 PD86180-8  企业名称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百菌清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疮痂病          750-900 毫克/千克               喷雾 
梨树          斑点落叶病      500 倍液                        喷雾 
叶菜类蔬菜    白粉病          1275-1725 克/公顷               喷雾 
瓜类          白粉病          1200-1650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白粉病          600-700 倍液                    喷雾 
果菜类蔬菜    多种病害        1125-240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多种病害        600 倍液                        喷雾 
花生          锈病            1125-1350 克/公顷               喷雾 
豆类          锈病            1275-2325 克/公顷               喷雾 
叶菜类蔬菜    霜霉病          1275-1725 克/公顷               喷雾 
瓜类          霜霉病          1200-1650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黑痘病          600-700 倍液                    喷雾 
花生          叶斑病          1125-135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叶斑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叶锈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125-1425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炭疽病          600-800 倍液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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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          炭疽病          1275-2325 克/公顷               喷雾 
橡胶树        炭疽病          500-8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3-2021.10.23 
                                                                           
登记证号 PD86183-12  企业名称 高碑店市田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赤霉酸  含量 85%  剂型 结晶粉  毒性 低毒 
配比     赤霉酸 8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菠菜          增加鲜重        10-25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3 次 
芹菜          增加鲜重        20-1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次 
菠萝          果实增大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柑橘树        果实增大        20-40 毫克/千克                 喷花 
花卉          提前开花        7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涂抹花芽 
菠萝          增重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柑橘树        增重            20-40 毫克/千克                 喷花 
棉花          提高结铃率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水稻          增加千粒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苗齐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葡萄          无核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一周处理果穗 
水稻          制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人参          增加发芽率      20 毫克/千克                    播种前浸种 15 分钟 
绿肥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增产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棉花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葡萄          增产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一周处理果穗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PD86183-29  企业名称 上海沪江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赤霉酸  含量 75%  剂型 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赤霉酸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菠菜          增加鲜重        10-25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3 次 
葡萄          增产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一周处理果穗 
菠萝          果实增大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柑橘树        果实增大        20-40 毫克/千克                 喷花 
花卉          提前开花        7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涂抹花芽 
菠萝          增重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柑橘树        增重            20-40 毫克/千克                 喷花 
棉花          提高结铃率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水稻          增加千粒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苗齐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葡萄          无核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一周处理果穗 
水稻          制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人参          增加发芽率      20 毫克/千克                    播种前浸种 15 分钟 
绿肥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增产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棉花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芹菜          增加鲜重        20-1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次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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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91105-2  企业名称 广州农药厂从化市分厂 
产品名称 鱼藤酮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鱼藤酮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叶菜          蚜虫            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23-2021.11.23 
                                                                           
登记证号 PD91106-11  企业名称 威海韩孚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叶霉病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700 毫克/千克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750-1050 克/公顷                喷雾 
瓜类          白粉病          337.5-506.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甘薯          黑斑病          360-450 毫克/千克               浸薯块 
梨树          黑星病          360-4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3.26-2021.03.26 
                                                                           
登记证号 PD91106-2  企业名称 浙江泰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叶霉病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750-10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360-450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甘薯          黑斑病          360-450 毫克/千克               浸薯块 
瓜类          白粉病          337.5-506.2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7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4.18-2021.04.18 
                                                                           
登记证号 PD91106-27  企业名称 威海韩孚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360-450 毫克/千克               喷雾 
甘薯          黑斑病          360-450 毫克/千克               浸薯块 
水稻          稻瘟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瓜类          白粉病          337.5-506.2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700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叶霉病          375-562.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750-10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3.26-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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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92101-2  企业名称 江苏泰仓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果树          病害            0.05-0.1%药液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麦类          赤霉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花生          倒秧病          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棉花          苗期病害        50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油菜          菌核病          1125-1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5-2022.01.15 
                                                                           
登记证号 PD92102-2  企业名称 江苏泰仓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油菜          菌核病          1125-1500 克/公顷               喷雾 
麦类          赤霉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水稻          纹枯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果树          病害            0.05-0.1%药液                  喷雾 
花生          倒秧病          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750 克/公顷                     喷雾,泼浇 
棉花          苗期病害        50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7.01.15-2022.01.15 
                                                                           
登记证号 PDN15-92  企业名称 兰州石油化工宏达公司 
产品名称 野麦畏  含量 4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野麦畏 4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野燕麦          900-12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6-2021.12.26 
                                                                           
登记证号 PDN44-97  企业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克百威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高毒 
配比     克百威 97%90% 
有效期 2016.12.26-2021.12.26 
                                                                           
登记证号 PDN45-97  企业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克百威  含量 3%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克百威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瘿蚊            900-1350 克/公顷                撒施 
棉花          蚜虫            675-900 克/公顷                 条施.沟施 
水稻          螟虫            900-135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线虫            1800-2250 克/公顷               条施.沟施 
有效期 2016.12.26-20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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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WL20100196  企业名称 北京科林世纪海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粒  含量 3.4%  剂型 饵粒  毒性 低毒 
配比     除虫脲 0.4%、乙酰甲胺磷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0.06.22-2011.06.22 
                                                                           
登记证号 WL20140023  企业名称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5%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除虫菊素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蝇、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6.10.16-2017.10.16 
                                                                           
登记证号 WL20140024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热雾剂  含量 1.7%  剂型 热雾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残杀威 0.7%、高效氯氰菊酯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蝇、蜚蠊    1 毫升（制剂）/立方米           热雾机喷雾 
有效期 2016.11.17-2017.11.17 
                                                                           
登记证号 WL20140029  企业名称 广西柳州昊邦日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七氟甲醚菊酯  含量 0.02%  剂型 蚊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七氟甲醚菊酯 0.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WP20100017  企业名称 广东金奇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片  含量 13 毫克/片  剂型 电热蚊香片  毒性 微毒 
配比     炔丙菊酯 13 毫克/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WP20100123  企业名称 中山凯中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氟苯菊酯  含量 92%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四氟苯菊酯 92% 
有效期 2015.10.19-2020.10.19 
                                                                           
登记证号 WP20100129  企业名称 四川省成都市红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片  含量 11 毫克/片  剂型 电热蚊香片  毒性 微毒 
配比     炔丙菊酯 11 毫克/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5.11.01-2020.11.01 
                                                                           
登记证号 WP20110007  企业名称 广东金奇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液  含量 1%  剂型 电热蚊香液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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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炔丙菊酯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6.01.04-2021.01.04 
                                                                           
登记证号 WP20110226  企业名称 广东省广州新天地化学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氯菊  含量 6%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菊酯 3%、氯氰菊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蝇              0.6 毫克/平方米                 喷洒 
卫生          蚊              0.6 毫克/平方米                 喷洒 
有效期 2016.10.10-2021.10.10 
                                                                           
登记证号 WP20110247  企业名称 河北省保定燕赵制香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蚊香  含量 0.23%  剂型 蚊香  毒性 低毒 
配比     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 0.2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6.11.04-2021.11.04 
                                                                           
登记证号 WP20110249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虫啉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木材          白蚁            1000-1200 毫克/千克             浸泡 
土壤          白蚁            5-6 克/平方米                   喷洒 
有效期 2016.11.07-2021.11.07 
                                                                           
登记证号 WP20110252  企业名称 浙江正点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蚊香  含量 0.03%  剂型 蚊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四氟甲醚菊酯 0.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6.11.15-2021.11.15 
                                                                           
登记证号 WP20110254  企业名称 江苏省张家港市美佳乐气雾剂制造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48%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 0.16%、氯菊酯 0.3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蝇、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登记证号 WP20110255  企业名称 北京顺意生物农药厂 
产品名称 杀蟑胶饵  含量 2%  剂型 胶饵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虫啉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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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WP20110256  企业名称 江苏省张家港市美佳乐气雾剂制造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45%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 0.15%、高效氯氰菊酯 0.05%、氯菊酯 0.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蝇、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8-2021.11.18 
                                                                           
登记证号 WP20110261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菊酯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蝇、蜚蠊    50 毫克/平方米（蚊、蝇）； 

75 毫克/平方米（蜚蠊）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6.11.23-2021.11.23 
                                                                           
登记证号 WP20110262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顺氯·残杀威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残杀威 2.5%、顺式氯氰菊酯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蝇、蜚蠊    50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6.11.24-2021.11.24 
                                                                           
登记证号 WP20110266  企业名称 广东省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气雾剂  含量 0.25%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0.2%、炔咪菊酯 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2-2021.12.12 
                                                                           
登记证号 WP20110267  企业名称 常州市闾江防蛀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防蛀防霉片剂  含量 99%  剂型 防蛀片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对二氯苯 9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黑皮蠹          40 克/立方米                    投放 
卫生          青霉菌          40 克/立方米                    投放 
卫生          霉菌            40 克/立方米                    投放 
有效期 2016.12.13-2021.12.13 
                                                                           
登记证号 WP20110273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粉剂  含量 0.5%  剂型 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虫腈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白蚁                /                          施撒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WP20110274  企业名称 新西兰庄臣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0.5%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茚虫威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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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WP20110275  企业名称 四川省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液  含量 0.9%  剂型 电热蚊香液  毒性 微毒 
配比     四氟苯菊酯 0.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登记证号 WP20120001  企业名称 重庆榄菊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蚊香  含量 0.03%  剂型 蚊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四氟甲醚菊酯 0.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WP20120004  企业名称 广东省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驱蚊乳  含量 15%  剂型 驱蚊乳  毒性 低毒 
配比     避蚊胺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涂抹 
有效期 2017.01.13-2022.01.13 
                                                                           
登记证号 WP20120005  企业名称 河北廊坊乐万家联合家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47%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胺菊酯 0.45%、高效氯氰菊酯 0.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蝇、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WP20120007  企业名称 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飞虫气雾剂  含量 0.23%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炔丙菊酯 0.1%、右旋苯醚菊酯 0.1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喷雾 
室内          麦蛾                /                          喷雾 
卫生          蝇                  /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WP20120009  企业名称 四川省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电热蚊香液  含量 1.5%  剂型 电热蚊香液  毒性 微毒 
配比     四氟苯菊酯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电热加温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WP20120010  企业名称 河北康达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2%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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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吡虫啉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WP20120020  企业名称 安徽康宇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25-40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卫生          蜚蠊            25-40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卫生          蝇              25-40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WP20120023  企业名称 福建省金鹿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胶饵  含量 2.5%  剂型 胶饵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虫啉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WP20120032  企业名称 河北康达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蟑香  含量 8.8%  剂型 蟑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右旋苯醚氰菊酯 8.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点燃 
有效期 2017.02.23-2022.02.23 
                                                                           
登记证号 WP20120240  企业名称 广东金奇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蚊香  含量 0.15%  剂型 蚊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Es-生物烯丙菊酯 0.09%、炔丙菊酯 0.0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2.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WP20130225  企业名称 大连瑞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0.2%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丁虫腈 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3.11.05-2018.11.05 
                                                                           
登记证号 WP20140011  企业名称 湖北省武汉兴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  含量 400ITU/微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 400ITU/微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外          蚊(幼虫)        4 毫升/平方米                   喷洒 
有效期 2014.01.20-201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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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WP20140162  企业名称 广东金奇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28%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胺菊酯 0.12%、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 0.06%、氯菊酯 0.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喷雾 
室内          蜚蠊                /                          喷雾 
室内          蝇                  /                          喷雾 
有效期 2014.07.14-201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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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40288F140062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氟菌·戊唑醇  含量 35%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5.12.18-2016.12.18 
                                                                           
登记证号     LS20140292F150003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螺虫·噻虫啉  含量 22%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1.13-2017.01.13 
                                                                           
登记证号     LS20140326F150010 
分装企业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嗪吡嘧磺隆  含量 33%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1.13-2017.01.13 
                                                                           
登记证号     LS20140367F150041 
分装企业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啶酰菌  含量 38%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6.16-2017.06.16 
                                                                           
登记证号     LS20140368F150045 
分装企业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氟环唑  含量 17%  剂型 悬乳剂 
有效期 2016.06.16-2017.06.16 
                                                                           
登记证号     LS20150034F150078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氟酮磺草胺  含量 19%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LS20150048F150079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氟唑菌苯胺  含量 22%  剂型 种子处理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LS20150133F150084 
分装企业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嘧菌酯  含量 1%  剂型 颗粒剂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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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50246F150086 
分装企业     江苏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氟啶·毒死蜱  含量 37%  剂型 悬乳剂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LS20150333F160019 
分装企业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苯菌酮  含量 42%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3.15-2017.03.15 
                                                                           
登记证号     LS20160195F160079 
分装企业     上海绿泽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杜邦公司 
产品名称     啶氧·丙环唑  含量 19%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102-89F040146 
分装企业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麦德梅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螨特  含量 57%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09.20-2017.09.20 
                                                                           
登记证号     PD109-89F040161 
分装企业     江苏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乙氧氟草醚  含量 240 克/升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2.21-2017.12.21 
                                                                           
登记证号     PD20030005F160076 
分装企业     江苏省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富美实公司 
产品名称     异菌脲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20040217-F00-0151 
分装企业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山东临沂化联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0.15-2017.10.15 
                                                                           
登记证号     PD20050011F040008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5.12.10-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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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50014F060145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60 克/升  剂型 种子处理悬浮剂 
有效期 2015.12.26-2016.12.26 
                                                                           
登记证号     PD20050056F070087 
分装企业     江苏省农垦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600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有效期 2016.11.05-2017.11.05 
                                                                           
登记证号     PD20050192F110004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锌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01.11-2017.01.11 
                                                                           
登记证号     PD20050200F050080 
分装企业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缬霉威  含量 66.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1.04-2017.11.04 
                                                                           
登记证号     PD20060003F160047 
分装企业     江门市植保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5.19-2017.05.19 
                                                                           
登记证号     PD20070058F160077 
分装企业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英国先正达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草快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20070064F100037 
分装企业     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甲硫·乙霉威  含量 6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1.03-2017.11.03 
                                                                           
登记证号     PD20070345F070095 
分装企业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咯菌·精甲霜  含量 35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有效期 2016.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PD20070350F04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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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企业     江苏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五氟磺草胺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21-2017.12.21 
                                                                           
登记证号     PD20070378F040156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24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5.12.02-2016.12.02 
                                                                           
登记证号     PD20070439F070088 
分装企业     江苏省农垦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酮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1.05-2017.11.05 
                                                                           
登记证号     PD20080506F140037 
分装企业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代森联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9.16-2017.09.16 
                                                                           
登记证号     PD20081109F160067 
分装企业     上海绿泽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爱利思达生物化学品北美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唑磺隆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9.27-2017.09.27 
                                                                           
登记证号     PD20081445F050068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二磺·甲碘隆  含量 3.6％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10.31-2017.10.31 
                                                                           
登记证号     PD20090735F050071 
分装企业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澳大利亚纽发姆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氢氧化铜  含量 57.6%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9.14-2017.09.14 
                                                                           
登记证号     PD20101542F090116 
分装企业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麦德梅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顺式氯氰菊酯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有效期 2016.09.23-2017.09.23 
                                                                           
登记证号     PD20110319F160042 
分装企业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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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农药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氟苯虫酰胺  含量 2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5.19-2017.05.19 
                                                                           
登记证号     PD20110596F090001 
分装企业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虫·噻虫嗪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12.14-2017.12.14 
                                                                           
登记证号     PD20111010F090049 
分装企业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虫·噻虫嗪  含量 3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14-2017.12.14 
                                                                           
登记证号     PD20120015F120016 
分装企业     江苏省南通泰禾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啶磺草胺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07.04-2017.07.04 
                                                                           
登记证号     PD20120645F120040 
分装企业     江苏省通州正大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澳大利亚纽发姆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2 甲 4 氯  含量 750 克/升  剂型 水剂 
有效期 2016.11.08-2017.11.08 
                                                                           
登记证号     PD20120877F160075 
分装企业     山西省平陆环球植保农药厂 
原登记证企业 甘肃国力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狼毒素  含量 1.6%  剂型 水乳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20121091F150073 
分装企业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世科姆公司 
产品名称     三乙膦酸铝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20121668F120044 
分装企业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杜邦公司 
产品名称     啶氧菌酯  含量 22.5%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10-2017.12.10 
                                                                           
登记证号     PD20131474F130049 
分装企业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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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噻虫嗪  含量 21%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9.24-2017.09.24 
                                                                           
登记证号     PD20131783F140048 
分装企业     广东珠海经济特区瑞农植保技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印度联合磷化物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甲戊灵  含量 330 克/升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0.15-2017.10.15 
                                                                           
登记证号     PD20140661F160046 
分装企业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农药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氟苯虫酰胺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5.19-2017.05.19 
                                                                           
登记证号     PD20142224F150020 
分装企业     江苏省农垦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世科姆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嘧菌酯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5.11-2017.05.11 
                                                                           
登记证号     PD20150818F150085 
分装企业     江苏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五氟磺草胺  含量 22%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登记证号     PD20150972F150082 
分装企业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登记证号     PD20151131F150083 
分装企业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咯·噻虫  含量 27%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登记证号     PD20151576F160048 
分装企业     浙江威尔达化工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丙嗪嘧磺隆  含量 9.5%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5.19-2017.05.19 
                                                                           
登记证号     PD20160341F160055 
分装企业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高文国际商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锰锌·苯酰胺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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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07.28-2017.07.28 
                                                                           
登记证号     PD345-2000F160078 
分装企业     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史迪士生物科学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百菌清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365-2001F070094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可溶液剂 
有效期 2015.11.20-2016.11.20 
                                                                           
登记证号     PD39-87-F01-554 
分装企业     广东德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顺式氯氰菊酯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2.07-2017.12.07 
                                                                           
登记证号     PD74-88F100036 
分装企业     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腐霉利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1.03-2017.11.03 
                                                                           
登记证号     PD84125-22-F02-0310 
分装企业     四川德阳万丰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四川省精细化工研究设计院 
产品名称     乙烯利  含量 40%  剂型 水剂 
有效期 2016.06.28-2017.06.28 
                                                                           
登记证号     PD91106-23F020965 
分装企业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有限责任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天津市大安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08.24-2017.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