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本期公告公布了2016年11月份农业部批准农药产品登记情况。 

    共批准农药登记744个，其中新增临时登记37个，新增正式登记93个，续展登记

571个，分装登记43个； 

    新增农药登记中，包括128个大田用农药产品，2个卫生用农药产品； 

    本月有2个新有效成分获得批准登记，分别是氟吡呋喃酮、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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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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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临时登记 

                                                                           
登记证号 LS20160358  企业名称 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含量 80 亿孢子/毫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金龟子绿僵菌 80 亿个/毫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900-13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900-13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59  企业名称 重庆聚立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含量 150 亿孢子/克  剂型 母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 150 亿孢子/克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0  企业名称 辽宁津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莠去津  含量 36%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6%、莠去津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春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297-351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1  企业名称 陕西先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螨·螺螨酯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螺螨酯 30%、乙螨唑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57.1-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2  企业名称 安徽沙隆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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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3  企业名称 江苏省扬州市苏灵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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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二化螟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4  企业名称 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代森联  含量 6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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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苯醚甲环唑 10%、代森联 5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340-45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5  企业名称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螺虫  含量 1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螺虫乙酯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介壳虫          60-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6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呋·戊唑醇  含量 27%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呋酰胺 9%、戊唑醇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48.6-68.8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7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噻唑膦  含量 11%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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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5-2681.25 克/公顷          穴施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8  企业名称 清远市顾地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肼·乙螨唑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螨唑 10%、联苯肼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5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6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霜唑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霜唑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50-6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0  企业名称 南通联农佳田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萎·福美双  含量 30%  剂型 种子处理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5%、福美双 7.5%、萎锈灵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生          根腐病          200-30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花生          蚜虫            200-30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1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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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噻呋·己唑醇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15%、噻呋酰胺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50-11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2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萎·噻虫  含量 40%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5%、噻虫嗪 20%、萎锈灵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立枯病          300-40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棉花          蚜虫            300-40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3  企业名称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春雷·喹啉铜  含量 4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春雷霉素 4.5%、喹啉铜 4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溃疡病          281.25-375 毫克/千克            喷雾 
西瓜          细菌性角斑病    202.5-3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4  企业名称 辽宁津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35%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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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78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5  企业名称 齐齐哈尔盛泽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草酮  含量 8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硝磺草酮 8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73.8-98.4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6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克菌·戊唑醇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克菌丹 32%、戊唑醇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炭疽病          333-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7  企业名称 湖南东永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78.8-1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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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60378  企业名称 内蒙古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鱼藤酮  含量 40%  剂型 母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鱼藤酮 40%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79  企业名称 河南好年景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杀虫单  含量 10%  剂型 缓释粒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杀虫单 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蔗          条螟            3000-3750 克/公顷               沟施 
甘蔗          蚜虫            3000-3750 克/公顷               沟施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草·双草醚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草醚 20%、唑草酮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37.5-56.3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吡呋喃酮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吡呋喃酮 96%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2  企业名称 江苏华农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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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          稻飞虱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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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莠·异丙甲  含量 42%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异丙甲草胺 15%、莠去津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008-12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4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酰·咯菌腈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6%、啶酰菌胺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灰霉病          202.5-2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烟·氯氟吡  含量 3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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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辛酰溴苯腈 15%、烟嘧磺隆 5%、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270-3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6  企业名称 孟州沙隆达植物保护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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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蚜虫            450-75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7  企业名称 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 
产品名称 戊唑·醚菌酯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醚菌酯 20%、戊唑醇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00-1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8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醚菌·代森联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联 60%、醚菌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778-875 毫克/千克               喷雾 
蔷薇科观赏花卉白粉病          778-8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89  企业名称 湖南天人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呋虫胺  含量 0.1%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虫胺 0.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150-225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90  企业名称 江门市植保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春雷·戊唑醇  含量 1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春雷霉素 2%、戊唑醇 1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12.5-1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91  企业名称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克菌丹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0%、克菌丹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66.5-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92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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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噻呋·己唑醇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20%、噻呋酰胺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60-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93  企业名称 西安北农华农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胺·氰霜唑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啶胺 25%、氰霜唑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马铃薯        晚疫病          45-76.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登记证号 LS2016039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吡呋喃酮  含量 17%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吡呋喃酮 1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烟粉虱          76.5-10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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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正式登记 

                                                                           
登记证号 PD20161366  企业名称 黑龙江省大庆志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草酮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硝磺草酮 95% 
有效期 2016.07.22-2021.07.22 
                                                                           
登记证号 PD20161399  企业名称 辽宁海佳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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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270-360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0  企业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97.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97.5%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1  企业名称 河北中天邦正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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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031.25-123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2  企业名称 江苏省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嘧菌酯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10%、嘧菌酯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3.75-13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3  企业名称 山东海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丙森锌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60%、戊唑醇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233.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4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乐灵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乐灵 96%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5  企业名称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草酯  含量 15%  剂型 微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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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33.8-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6  企业名称 山东德浩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代森联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5%、代森联 5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360-5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7  企业名称 山东德浩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草酮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草酮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24-3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8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草酮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唑草酮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阔叶杂草        24-3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79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丰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乙  含量 2%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0.6%、乙草胺 1.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90-12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0  企业名称 江西农大植保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毒死蜱  含量 1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毒死蜱 14.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112.5-1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1  企业名称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25%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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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5-7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2  企业名称 东部福阿母韩农（黑龙江）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22.7%、硝磺草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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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750-11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3  企业名称 河北国美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25%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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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5-7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4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硫·醚菌酯  含量 5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40%、醚菌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轮纹病          333.3-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5  企业名称 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97%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6  企业名称 河北省石家庄宝丰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啶·吡蚜酮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吡蚜酮 60%、烯啶虫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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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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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蝇胺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美洲斑潜蝇      180-21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8  企业名称 潍坊中农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异丙甲草胺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异丙甲草胺 98%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89  企业名称 山东碧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吩磺隆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吩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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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3.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11 
 

登记证号 PD20161490  企业名称 河南德西扬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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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          稻纵卷叶螟      9-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1  企业名称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吡唑酯  含量 18.7%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6.7%、烯酰吗啉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10-3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2  企业名称 山东贵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吡唑酯  含量 66%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6%、烯酰吗啉 6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97-39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3  企业名称 河北兰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酰菌胺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啶酰菌胺 98%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4  企业名称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虫螨腈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98%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5  企业名称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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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阔叶杂草 743-945 克/公顷   土壤喷雾 
甘蓝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阔叶杂草 743-945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6  企业名称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甲戊灵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甲戊灵 95%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7  企业名称 张家口长城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莠·氯吡  含量 3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莠去津 20%、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675-9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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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8  企业名称 中农立华（天津）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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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蚜虫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499  企业名称 烟台沐丹阳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0  企业名称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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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1  企业名称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农得丰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胺  含量 0.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胺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蔗          蔗螟            225-375 克/公顷                 撒施 
甘蓝          黄条跳甲        300-375 克/公顷                 穴施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2  企业名称 哈尔滨汇丰生物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莠·氯吡  含量 3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氟吡氧乙酸 5%、烟嘧磺隆 3%、莠去津 2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360-49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3  企业名称 河北国美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莠去津  含量 24%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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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6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4  企业名称 湖南东永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肟菌·戊唑醇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50%、肟菌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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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稻曲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68.7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5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环·咪鲜胺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环唑 8%、咪鲜胺 3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240-27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240-2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6  企业名称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啉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啉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84-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7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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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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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9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8  企业名称 湖南大方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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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6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09  企业名称 河南省春光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铃脲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铃脲 97%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0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烟嘧·莠去津  含量 21%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莠去津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441-661.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1  企业名称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稻瘟酰胺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稻瘟酰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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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80-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2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螟丹  含量 0.8%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杀螟丹 0.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00-18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3  企业名称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二磺隆  含量 93%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二磺隆 93%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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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炔草酯  含量 24%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草酯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3.2-5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5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唑嘧胺  含量 6%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双氟磺草胺 2.5%、唑嘧磺草胺 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0.35-12.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6  企业名称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莠去津  含量 5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莠去津 500 克/升、硝磺草酮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825-123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7  企业名称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莠去津  含量 9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莠去津 9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945-1485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8  企业名称 山东中新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酰吗啉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160-267 毫克/千克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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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19  企业名称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菌酯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嘧菌酯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95-2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0  企业名称 浙江省上虞市银邦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萎锈灵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萎锈灵 98%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1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螺螨酯  含量 29%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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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2  企业名称 潍坊万胜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菌胺醋酸盐  含量 2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辛菌胺醋酸盐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          病毒病          60-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3  企业名称 江西正邦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敌草快  含量 2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敌草快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750-10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4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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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5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现代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草醚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草醚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稗草            30-45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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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526  企业名称 山东海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根结线虫        225-300 克/公顷                 沟施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7  企业名称 如东众意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4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96.75-11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8  企业名称 辽宁省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噁·氟磺胺  含量 36%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磺胺草醚 11%、高效氟吡甲禾灵 4%、异噁草松 2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594-702 克/公顷（东北地区）， 

486-594 克/公顷（其他地区）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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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00—18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0  企业名称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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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1  企业名称 江苏常丰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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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44-19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2  企业名称 浙江世佳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霉胺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霉胺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灰霉病          266.7-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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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533  企业名称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嘧酚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嘧酚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292.5-35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4  企业名称 吉林金秋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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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田        一年生杂草      18.75-22.5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5  企业名称 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甲·咯·嘧菌  含量 11%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1.1%、精甲霜灵 3.3%、嘧菌酯 6.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茎基腐病        33.3-5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6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联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联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炭疽病          1167-1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7  企业名称 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烟·莠去津  含量 24%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烟嘧磺隆 2%、莠去津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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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7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8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异丙威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7.5%、异丙威 2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45-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39  企业名称 山东科大创业生物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溴磷  含量 10%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溴磷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薯          茎线虫          3000-4500 克/公顷               沟施、穴施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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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540  企业名称 山东省泗水丰田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茚虫威  含量 1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茚虫威 1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3.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1  企业名称 江苏富田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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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园        杂草            1050-171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2  企业名称 江苏省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呋酰胺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噻呋酰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75-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3  企业名称 湖南省娄底农科所农药实验厂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氰氟草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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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4  企业名称 广东茂名绿银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丙环唑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20%、吡唑醚菌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树        叶斑病          200-3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5  企业名称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吗啉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吗啉 6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80-2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6  企业名称 成都西部爱地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5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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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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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61547  企业名称 江苏莱科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喹啉酸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96%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8  企业名称 广西贝嘉尔生物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唑醚菌酯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炭疽病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49  企业名称 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草醚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草醚 95%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0  企业名称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吡虫啉  含量 7.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5%、高效氯氟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33.75-39.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1  企业名称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咯·噻虫  含量 27%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2%、咯菌腈 2.2%、噻虫嗪 22.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散黑穗病        62.5-187.5 克/100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小麦          金针虫          62.5-187.5 克/100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2  企业名称 孟州云大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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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10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3  企业名称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苯·敌草隆  含量 81%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敌草隆 6%、噻苯隆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脱叶            182.25-24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4  企业名称 宁夏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酰菌胺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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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啶酰菌胺 98%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5  企业名称 绩溪农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除虫脲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除虫脲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荔枝树        蒂蛀虫          100-133.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6  企业名称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肼酯  含量 4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联苯肼酯 4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43.3-21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7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志诚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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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蚜虫            21-2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PD20161558  企业名称 宁夏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硝磺草酮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硝磺草酮 97%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WP20160085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京荣诚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热雾剂  含量 1%  剂型 热雾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蜚蠊            15-30 毫克/立方米               热雾机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登记证号 WP20160086  企业名称 福建省厦门市胜伟达工贸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34%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菊酯 0.3%、右旋反式氯丙炔菊酯 0.0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臭虫                /                          喷雾 
室内          跳蚤                /                          喷雾 
室内          蚊、蝇、蜚蠊        /                          喷雾 
室内          蚂蚁                /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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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3052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微囊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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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10-2016.12.10 
                                                                           
登记证号 LS2014002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啉  含量 97.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噻虫啉 97.5% 
有效期 2016.01.14-2017.01.14 
                                                                           
登记证号 LS2014016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双草醚  含量 3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30%、双草醚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抛秧田    一年生杂草      157.5-189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04.11-2017.04.11 
                                                                           
登记证号 LS2014024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松·丙草胺  含量 3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嘧磺隆 2%、丙草胺 26%、异噁草松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171-228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07.14-2017.07.14 
                                                                           
登记证号 LS2014026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硫·乙嘧酚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50%、乙嘧酚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白粉病          23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7.23-2017.07.23 
                                                                           
登记证号 LS2014028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二甲戊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4%、二甲戊灵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旱直播田  一年生杂草      120-18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5.08.25-2016.08.25 
                                                                           
登记证号 LS20140288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菌·戊唑醇  含量 3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吡菌酰胺 17.5%、戊唑醇 1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黑星病          125－200 毫克/千克              喷雾 
西瓜          蔓枯病          150－180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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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          叶斑病          125－200 毫克/千克              喷雾 
黄瓜          靶斑病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叶霉病          180－24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早疫病          150－180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炭疽病          150－180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30－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8.25-2017.08.25 
                                                                           
登记证号 LS20140292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螺虫·噻虫啉  含量 2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噻虫啉 11%、螺虫乙酯 1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烟粉虱          108-144 克/公顷                 喷雾 
辣椒          烟粉虱          108-144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烟粉虱          108-14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9.16-2017.09.16 
                                                                           
登记证号 LS2014030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5.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9.18-2017.09.18 
                                                                           
登记证号 LS20140314  企业名称 安徽省宿州市化工厂 
产品名称 炔草酯  含量 24%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草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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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27-2017.10.27 
                                                                           
登记证号 LS2014034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草快  含量 2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敌草快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900-105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LS20140346  企业名称 江苏腾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稻丰散  含量 4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5%、稻丰散 4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675-810 克/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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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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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小地老虎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根结线虫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蛴螬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花生          蝼蛄            675-9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LS20140357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氟铃脲  含量 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氟铃脲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27-4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61  企业名称 青岛清原农冠抗性杂草防治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二磺  含量 1%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二磺隆 0.75%、双氟磺草胺 0.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12-1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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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63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环·己唑醇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6%、三环唑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80-2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64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嘧菌酯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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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霜霉病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67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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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12.8%、啶酰菌胺 25.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253-507 毫克/千克               喷雾 
草莓          灰霉病          228-342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白腐病          152-253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灰霉病          190-380 毫克/千克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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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68  企业名称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氟环唑  含量 17%  剂型 悬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12.3%、氟环唑 4.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大斑病          110-160 克/公顷                 喷雾 
花生          褐斑病          110-16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白粉病          103-155 克/公顷                 喷雾 
大豆          叶斑病          110-1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70  企业名称 青岛中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毒死蜱  含量 34%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4%、毒死蜱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木虱            136-226.7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介壳虫          136-22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72  企业名称 河北博嘉农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胺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胺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6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73  企业名称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胺  含量 0.06%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胺 0.0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蔗          蔗螟            225-315 克/公顷                 沟施、穴施 
甘蔗          蔗龟            225-315 克/公顷                 沟施、穴施 
有效期 2016.12.11-2017.12.11 
                                                                           
登记证号 LS20140374  企业名称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稻瘟灵  含量 32%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稻瘟灵 20%、咪鲜胺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336-52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LS20150002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硅唑·多菌灵  含量 5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50%、氟硅唑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轮纹病          458.3-68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1.15-201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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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50024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代森联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联 65%、戊唑醇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000－1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5-2018.01.15 
                                                                           
登记证号 LS2015003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酮磺草胺  含量 19%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酮磺草胺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24-36 克/公顷                   甩施法或药土法 
有效期 2016.03.17-2017.03.17 
                                                                           
登记证号 LS20150035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酮磺草胺  含量 93.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酮磺草胺 93.6% 
有效期 2016.03.17-2017.03.17 
                                                                           
登记证号 LS20150048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唑菌苯胺  含量 22%  剂型 种子处理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唑菌苯胺 2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马铃薯        黑痣病          1.76-2.64 克/100 千克种薯        种薯包衣 
有效期 2016.03.18-2017.03.18 
                                                                           
登记证号 LS20150049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唑菌苯胺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唑菌苯胺 95% 
有效期 2016.03.18-2017.03.18 
                                                                           
登记证号 LS2015005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螺螨酯  含量 13%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螺螨酯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32.5-4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3.20-2017.03.20 
                                                                           
登记证号 LS2015010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虫螨腈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5%、虫螨腈 9.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0-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4.20-2017.04.20 
                                                                           
登记证号 LS2015012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氯氟吡  含量 7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70%、氯氟吡氧乙酸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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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耕地        杂草            1314-1752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05.13-2017.05.13 
                                                                           
登记证号 LS2015015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噻·吡酰·呋  含量 3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氟酰草胺 11%、呋草酮 11%、氟噻草胺 1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324-432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6.06.09-2017.06.09 
                                                                           
登记证号 LS20150153  企业名称 智利科米塔工业公司 
产品名称 波尔多液  含量 86%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波尔多液 8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轮纹病          1384-2307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霜霉病          1922-2162 毫克/千克             喷雾 
辣椒          炭疽病          1384-2307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溃疡病          1153-173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6.09-2017.06.09 
                                                                           
登记证号 LS2015016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虫螨·茚虫威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5%、茚虫威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45-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6.10-2017.06.10 
                                                                           
登记证号 LS2015016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噻草胺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噻草胺 95% 
有效期 2016.06.11-2017.06.11 
                                                                           
登记证号 LS20150187  企业名称 江苏腾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酚菌酮  含量 4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酚菌酮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48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6.14-2017.06.14 
                                                                           
登记证号 LS20150190  企业名称 江苏腾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酚菌酮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酚菌酮 90% 
有效期 2016.06.14-2017.06.14 
                                                                           
登记证号 LS2015019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呋草酮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呋草酮 98% 
有效期 2016.06.14-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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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5020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茚虫威  含量 2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茚虫威 2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31.5-4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10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氯吡嘧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氟磺草胺 18.7%、氯吡嘧磺隆 56.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45-5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17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苯磺隆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磺隆 56.3%、双氟磺草胺 18.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3.75-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18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氟·氟唑磺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双氟磺草胺 15%、氟唑磺隆 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30-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1.14-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19  企业名称 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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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茚虫威 1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8-2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38  企业名称 青岛中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呋·寡糖  含量 4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氨基寡糖素 2%、噻呋酰胺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4.5-11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240  企业名称 青岛中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几糖·噻唑膦  含量 1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唑膦 12.5%、几丁聚糖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根结线虫        2250-3375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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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50249  企业名称 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吡·氟唑磺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吡嘧磺隆 40%、氟唑磺隆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田        一年生杂草      72-9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0.14-2017.07.30 
                                                                           
登记证号 LS20150307  企业名称 安徽省宿州市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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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21-2017.10.21 
                                                                           
登记证号 LS2015030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戊唑醇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0%、戊唑醇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2-2017.10.22 
                                                                           
登记证号 LS20150321  企业名称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春雷·稻瘟灵  含量 3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春雷霉素 2%、稻瘟灵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240-38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3-2017.12.03 
                                                                           
登记证号 LS20150324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吡唑酯  含量 48%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10%、烯酰吗啉 3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216-28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4-2017.12.04 
                                                                           
登记证号 LS20150326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吡虫啉  含量 2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1%、吡虫啉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150-24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小麦          纹枯病          150-24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04-2017.12.04 
                                                                           
登记证号 LS20150328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丙森锌  含量 67%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59.6%、吡唑醚菌酯 7.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105.5-140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4-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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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LS20150329  企业名称 广西桂林市宏田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胺  含量 0.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胺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蔗          蔗螟            150-187.5 克/公顷               沟施 
有效期 2016.12.04-2017.12.04 
                                                                           
登记证号 LS20150331  企业名称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胺  含量 30%  剂型 微囊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炭疽病          150-24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5-2017.12.05 
                                                                           
登记证号 LS20150332  企业名称 江苏省扬州市苏灵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多菌灵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多菌灵 64%、戊唑醇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赤霉病          420-4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5-2017.12.05 
                                                                           
登记证号 LS20150333  企业名称 巴斯夫欧洲公司 
产品名称 苯菌酮  含量 4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苯菌酮 4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苦瓜          白粉病          90-180 克/公顷                  喷雾 
豌豆          白粉病          90-1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5-2017.12.05 
                                                                           
登记证号 LS20150337  企业名称 湖南迅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噁霉灵  含量 1%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噁霉灵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枯萎病          450-6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6.12.17-2017.12.17 
                                                                           
登记证号 LS20150338  企业名称 江苏生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咪鲜胺  含量 4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咪鲜胺锰盐 35%、戊唑醇 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赤霉病          252-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7-2017.12.17 
                                                                           
登记证号 LS20150341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氰·吡唑酯  含量 16%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4%、二氰蒽醌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轮纹病          160-320 毫克/千克               喷雾 



31 
 

有效期 2016.12.17-2017.12.17 
                                                                           
登记证号 LS20150343  企业名称 宁波三江益农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硫双威  含量 3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9%、硫双威 2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小地老虎        567-729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6.12.17-2017.12.17 
                                                                           
登记证号 LS20150351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双草醚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嘧磺隆 5%、双草醚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30-4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LS20150355  企业名称 美国杜邦公司 
产品名称 氟噻唑吡乙酮  含量 10%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噻唑吡乙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辣椒          疫病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15-30 克/公顷                   喷雾 
马铃薯        晚疫病          22.5-3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晚疫病          15-30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霜霉病          3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LS20150356  企业名称 美国杜邦公司 
产品名称 氟噻唑吡乙酮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噻唑吡乙酮 95% 
有效期 2016.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LS20150358  企业名称 江苏明德立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3%  剂型 微囊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2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0.35-17.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PD11-86  企业名称 美国富美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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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虫            900-1350 克/公顷                撒施 
棉花          蚜虫            675-900 克/公顷                 条施、沟施 
花生          根结线虫        1800-2250 克/公顷               条施、沟施 
有效期 2016.03.08-2021.03.08 
                                                                           
登记证号 PD2004033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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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韭菜          韭蛆            300-450 克/公顷                 药土法 
茶树          小绿叶蝉        5000-7500 倍液                  喷雾 
芹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40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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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          蚜虫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55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吡虫啉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氯氰菊酯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4058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三唑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氯氰菊酯 2%、三唑磷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荔枝          蒂蛀虫          133-200 毫克/千克               喷雾 
龙眼          蒂蛀虫          133-200 毫克/千克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300-3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9-2019.12.19 
                                                                           
登记证号 PD20050003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菊酯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氯氰菊酯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蚜            45-9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45-90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0-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04-2020.01.04 
                                                                           
登记证号 PD2005001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小绿叶蝉        21-42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21-31.5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21-31.5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14-2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21-42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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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5.04.12-2020.04.12 
                                                                           
登记证号 PD20050192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锌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400-600 倍液                    喷雾 
番茄          晚疫病          1575-2250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炭疽病          875-1167 毫克/千克              喷雾 
甜椒          疫病            1575-2100 克/公顷               喷雾 
西瓜          疫病            1575－2100 克/公顷              喷雾 
大白菜        霜霉病          1575-2250 克/公顷               喷雾 
马铃薯        早疫病          1575－2100 克/公顷              喷雾 
玉米          大斑病          1050～15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000-1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胡麻斑病        1050～1575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早疫病          1312.5-1968.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1575-22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13-2020.12.13 
                                                                           
登记证号 PD20050193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锌  含量 80%  剂型 母粉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丙森锌 80% 
有效期 2015.12.13-2020.12.13 
                                                                           
登记证号 PD20050200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缬霉威  含量 66.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61.3%、缬霉威 5.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668-954 毫克/千克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1002-13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13-2020.12.13 
                                                                           
登记证号 PD20050216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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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61.4-86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64.6-96.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3000-4000 倍液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08.5-143.3 毫克/千克           喷雾 
大白菜        黑斑病          125-150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96.75-116.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23-2020.12.23 
                                                                           
登记证号 PD20060009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乙氧磺隆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氧磺隆 95% 
有效期 2016.01.09-2021.01.09 



34 
 

                                                                           
登记证号 PD20060010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乙氧磺隆  含量 1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氧磺隆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莎草科杂草      9-13.5 克/公顷(华南地区) 

13.5-20.25 克/公顷(长江流域地区) 

22.5-33.75 克/公顷(华北、东北地区)  毒土或喷雾 
水稻移栽田    阔叶杂草        6.75-11.25 克/公顷(华南地区) 

11.25-15.75 克/公顷(长江流域地区) 

15.75-31.50 克/公顷(东北、华北地区) 毒土或喷雾 
水稻田(直播)  阔叶杂草        9-13.5 克/公顷(华南地区) 

13.5-20.25 克/公顷(长江流域地区) 

22.5-33.75 克/公顷(华北、东北地区)  毒土或喷雾 
水稻抛秧田    阔叶杂草        6.75-11.25 克/公顷(华南地区) 

11.25-15.75 克/公顷(长江流域地区) 

15.75-31.50 克/公顷(东北、华北地区) 毒土或喷雾 
水稻抛秧田    莎草科杂草      6.75-11.25 克/公顷(华南地区) 

11.25-15.75 克/公顷(长江流域地区) 

15.75-31.50 克/公顷(东北、华北地区) 毒土或喷雾 
水稻移栽田    莎草科杂草      6.75-11.25 克/公顷(华南地区) 

11.25-15.75 克/公顷(长江流域地区) 

15.75-31.50 克/公顷(东北、华北地区) 毒土或喷雾 
有效期 2016.01.09-2021.01.09 
                                                                           
登记证号 PD2006002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95% 
有效期 2016.01.09-2021.01.09 
                                                                           
登记证号 PD20060025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10-15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11.25-18.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8.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棉花          红铃虫          11.25-18.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金纹细蛾        12.5-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1.09-2021.01.09 
                                                                           
登记证号 PD20060042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酰嘧磺隆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酰嘧磺隆 97% 
有效期 2016.02.07-2021.02.07 
                                                                           
登记证号 PD2006004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酰嘧·甲碘隆  含量 6.2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酰嘧磺隆 5%、甲基碘磺隆钠盐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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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9.38-18.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2.07-2021.02.07 
                                                                           
登记证号 PD20060045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碘磺隆钠盐  含量 91%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碘磺隆钠盐 91% 
有效期 2016.02.14-2021.02.14 
                                                                           
登记证号 PD20060046  企业名称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腐霉利  含量 98.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腐霉利 98.5% 
有效期 2016.02.21-2021.02.21 
                                                                           
登记证号 PD20060140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嗪草酮  含量 91%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嗪草酮 91% 
有效期 2016.07.21-2021.07.21 
                                                                           
登记证号 PD20060190  企业名称 河南红东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氰菊酯  含量 27%  剂型 母液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27%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060192  企业名称 河南红东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菊酯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氯氰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45-9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蚜            45-90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0-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6-2021.12.06 
                                                                           
登记证号 PD20060201  企业名称 河北三农农用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福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多菌灵 10%、福美双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500-75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7-2021.12.07 
                                                                           
登记证号 PD20060215  企业名称 江西禾益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菌脲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异菌脲 95% 
有效期 2016.12.26-2021.12.26 
                                                                           
登记证号 PD200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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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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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20-30 克/公顷         毒土法 
有效期 2016.12.26-2021.12.26 
                                                                           
登记证号 PD20070003  企业名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联苯菊酯 97% 
有效期 2017.01.04-2022.01.04 
                                                                           
登记证号 PD20070004  企业名称 天津市施普乐农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锌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锌 90% 
有效期 2017.01.08-2022.01.08 
                                                                           
登记证号 PD20070005  企业名称 浙江锐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马拉·三唑磷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马拉硫磷 12.5%、三唑磷 1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281.25-3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281.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0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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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虫腈 50 克/升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070008  企业名称 江苏长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酮  含量 3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8%、三唑酮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445.5-594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赤霉病          445.5-594 克/公顷               喷雾 
油菜          菌核病          495-64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070009  企业名称 比利时农化公司 
产品名称 霜霉威盐酸盐  含量 722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霉威盐酸盐 722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649.8-1083 克/公顷              喷雾 
甜椒          疫病            775.5-116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1  企业名称 招远三联化工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锡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唑锡 95%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2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施壮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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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棉隆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棉隆 98%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3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施壮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棉隆  含量 98%  剂型 微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棉隆 9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花卉          线虫            30-40 克/平方米                 土壤处理 
番茄(保护地)  线虫            29.4-44.1 克/平方米             土壤处理 
草莓          线虫            30-40 克/平方米                 土壤处理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6  企业名称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禾草灵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禾草灵 97%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7  企业名称 北京中农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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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          菜蚜            3-18 克/公顷                    喷雾 
韭菜          迟眼蕈蚊        6.75-13.5 克/公顷               喷雾 
蔬菜          菜青虫          9-25.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20-33 毫克/千克                 喷雾 
蔬菜          小菜蛾          9-25.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18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草胺  含量 6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草胺 6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        鸭舌草          750-1275 克/公顷                毒土、喷雾 
水稻田        牛毛草          750-1275 克/公顷                毒土、喷雾 
水稻田        稗草            750-1275 克/公顷                毒土、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20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草胺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草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阔叶杂草 1125-1500 克/公顷 毒土法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24  企业名称 陶氏益农农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锰锌 88%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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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70025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草胺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草胺 90%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29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西玛津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西玛津 90%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070032  企业名称 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草胺  含量 3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草胺 3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秧田      一年生杂草      450-562.5 克/公顷               喷雾、毒土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450-675 克/公顷                 喷雾、毒土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070037  企业名称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98% 
有效期 2017.02.08-2022.02.08 
                                                                           
登记证号 PD20070053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92%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92% 
有效期 2017.03.07-2022.03.07 
                                                                           
登记证号 PD20070054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30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3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纹枯病          6-9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小麦          全蚀病          1:167－200(药种比)             种子包衣 
小麦          散黑穗病        6-9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7.03.07-2022.03.07 
                                                                           
登记证号 PD20070056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丙炔噁草酮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炔噁草酮 96% 
有效期 2012.03.07-2017.03.07 
                                                                           
登记证号 PD20070059  企业名称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蝇胺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98% 
有效期 2017.03.09-2022.03.09 
                                                                           
登记证号 PD20070060  企业名称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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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灭蝇胺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菜豆          美洲斑潜蝇      150-18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9-2022.03.09 
                                                                           
登记证号 PD20070061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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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菜          斑枯病          52.5-6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500-3000 倍液                  喷雾 
石榴          麻皮病          50-100 毫克/千克                喷雾 
茶树          炭疽病          66.7-100 毫克/千克              喷雾 
荔枝树        炭疽病          100-150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炭疽病          75-125 毫克/千克                喷雾 
西瓜          炭疽病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辣椒          炭疽病          75-125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早疫病          100.5-150 克/公顷               喷雾 
洋葱          紫斑病          45-112.5 克/公顷                喷雾 
芦笋          茎枯病          66.7-100 毫克/千克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4.3-16.7 毫克/千克             喷雾 
菜豆          锈病            75-12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75-125 克/公顷                  喷雾 
苦瓜          白粉病          105-150 克/公顷                 喷雾 
大白菜        黑斑病          52.5-7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疮痂病          50-150 毫克/千克                喷雾 
芹菜          叶斑病          100-125 克/公顷                 喷雾 
大蒜          叶枯病          45-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9-2022.03.09 
                                                                           
登记证号 PD20070070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草胺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油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小粒阔叶杂草 525-750 克/公顷   栽前土壤喷雾处理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小粒阔叶杂草 1200-1875 克/公顷(东北地区), 

750-1050 克/公顷(其它地区)  播前、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花生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小粒阔叶杂草 525-750 克/公顷、50-1200 克/公顷(覆膜时药量

酌减)                                              栽前土壤处理、播后苗前土壤喷雾处理 
玉米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小粒阔叶杂草 900-1875 克/公顷(东北地区) 

750-1050 克/公顷(其它地区)  播前或播后苗前土壤处理 
有效期 2017.03.21-2022.03.21 
                                                                           
登记证号 PD2007023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霜霉威盐酸盐  含量 69%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霉威盐酸盐 69% 
有效期 2012.08.08-201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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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70418  企业名称 青海生物药品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C 型肉毒杀鼠素  含量 100 万毒价/毫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高毒 
配比     C 型肉毒梭菌毒素 100 万毒价/毫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牧草          高原鼠兔        配成 0.1-0.2%含量的毒饵 1125 克/公顷洞施 
牧草          鼢鼠            配成 0.1-0.2%含量的毒饵 1125 克/公顷洞施 
有效期 2012.11.06-2017.11.06 
                                                                           
登记证号 PD20070608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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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4-2017.12.14 
                                                                           
登记证号 PD2007061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丙炔噁草酮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炔噁草酮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稗草            1)72 克/公顷(南方地区) 

2)72-96 克/公顷(北方地区）      瓶甩法 
水稻移栽田    陌上菜          1)72 克/公顷(南方地区) 

2)72-96 克/公顷(北方地区）      瓶甩法 
马铃薯田      一年生杂草      180-216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水稻移栽田    鸭舌草          1)72 克/公顷(南方地区) 

2)72-96 克/公顷(北方地区）      瓶甩法 
水稻移栽田    异型莎草        1)72 克/公顷(南方地区) 

2)72-96 克/公顷(北方地区）      瓶甩法 
有效期 2012.12.14-2017.12.14 
                                                                           
登记证号 PD2008001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幼脲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幼脲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金纹细蛾        167-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1.04-2018.01.04 
                                                                           
登记证号 PD2008005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幼脲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幼脲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37.5-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金纹细蛾        125-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松树          松毛虫          112.5-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1.04-2018.01.04 
                                                                           
登记证号 PD20081445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二磺·甲碘隆  含量 3.6%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二磺隆 3%、甲基碘磺隆钠盐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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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阔叶杂草 制剂用量：15-25 克/亩；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0.31-2018.10.31 
                                                                           
登记证号 PD20081480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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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田        一年生杂草      制剂用量：1023-1500 毫升公顷； 

68-100 毫升/亩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3.11.04-2018.11.04 
                                                                           
登记证号 PD20081672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乐果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乐果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1.17-2018.11.17 
                                                                           
登记证号 PD20082253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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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          盲蝽蟓          405-60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1.27-2018.11.27 
                                                                           
登记证号 PD20082288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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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树        红蜘蛛          4.5-9 毫克/千克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8.1-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01-2018.12.01 
                                                                           
登记证号 PD20082343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硅唑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硅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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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01-2018.12.01 
                                                                           
登记证号 PD20082628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92%  剂型 原药  毒性 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92% 
有效期 2013.12.04-2018.12.04 
                                                                           
登记证号 PD20082873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乐灵  含量 48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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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氟乐灵 480 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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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杂草 1080-1440 克/公顷(东北地区)土壤喷雾 
夏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阔叶杂草 900-1080 克/公顷(其它地区)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3.12.09-2018.12.09 
                                                                           
登记证号 PD2008289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啶虫脒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芹菜          蚜虫            18-27 克/公顷                   喷雾 
萝卜          黄条跳甲        45-9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蚜虫            15-2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12.09-2018.12.09 
                                                                           
登记证号 PD20082948  企业名称 山东乡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468-61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09-2018.12.09 
                                                                           
登记证号 PD2008352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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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茭白          二化螟          9.5-13.5 克/公顷                喷雾 
菜豆          美洲斑潜蝇      10.8-21.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2-2018.12.12 
                                                                           
登记证号 PD20083549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溴氰·辛硫磷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辛硫磷 49.5%、溴氰菊酯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150-187.5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150-18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2-2018.12.12 
                                                                           
登记证号 PD20084146  企业名称 山东拜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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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6-2018.12.16 
                                                                           
登记证号 PD20084386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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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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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蚜虫            37.5-52.5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0-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17-2018.12.17 
                                                                           
登记证号 PD2008487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唑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微毒 
配比     丙环唑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500-10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2-2018.12.22 
                                                                           
登记证号 PD2008498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胺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芹菜          斑枯病          187.5-262.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恶苗病          2000-4000 倍液                  浸种 
有效期 2013.12.22-2018.12.22 
                                                                           
登记证号 PD20085019  企业名称 山东省德州祥龙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3.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8.1-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2-2018.12.22 
                                                                           
登记证号 PD2008508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幼脲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幼脲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金纹细蛾        125-167 毫克/千克               喷雾 
甘蓝          菜青虫          37.5-75 克/公顷                 喷雾 
松树          松毛虫          112.5-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3-2018.12.23 
                                                                           
登记证号 PD20085281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丁草胺  含量 6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草胺 6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杂草      900-1350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3.12.23-2018.12.23 
                                                                           
登记证号 PD20085393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氰·辛硫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氰菊酯 2%、辛硫磷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叶菜  菜青虫          180-2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4-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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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8611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环·多菌灵  含量 18%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10%、三环唑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243-32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30-2018.12.30 
                                                                           
登记证号 PD20086138  企业名称 浙江天一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2 甲·草甘膦  含量 46%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8%、2甲 4 氯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园        杂草            1035-1380 克/公顷               喷雾 
柑橘园        杂草            1035-13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30-2018.12.30 
                                                                           
登记证号 PD20086155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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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9.4～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30-2018.12.30 
                                                                           
登记证号 PD20086319  企业名称 广西国泰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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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螟虫            900-1350 克/公顷                撒施 
水稻          稻瘿蚊          900-1350 克/公顷                撒施 
棉花          蚜虫            675-900 克/公顷                 条施、沟施 
花生          线虫            1800-2250 克/公顷               条施、沟施 
有效期 2013.12.31-2018.12.31 
                                                                           
登记证号 PD2009001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吡菌胺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吡菌胺 97% 
有效期 2014.01.04-2019.01.04 
                                                                           
登记证号 PD20090012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菌·霜霉威  含量 687.5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霉威盐酸盐 625 克/升、氟吡菌胺 6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晚疫病          618.8-773.4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霜霉病          618.8-77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04-2019.01.04 
                                                                           
登记证号 PD2009007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锌  含量 6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锌 6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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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早疫病          975-12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08-2019.01.08 
                                                                           
登记证号 PD20090202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氟·敌敌畏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敌畏 19.4%、高效氯氟氰菊酯 0.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120～2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09-2019.01.09 
                                                                           
登记证号 PD20090205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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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螟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三化螟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09-2019.01.09 
                                                                           
登记证号 PD20090443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溴·辛硫磷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丙溴磷 5%、辛硫磷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12-2019.01.12 
                                                                           
登记证号 PD2009044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噻苯·敌草隆  含量 54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草隆 180 克/升、噻苯隆 36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脱叶            72.9-97.2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1.12-2019.01.12 
                                                                           
登记证号 PD20090515  企业名称 江苏省常州市农林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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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6.7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1.12-2019.01.12 
                                                                           
登记证号 PD2009052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虫酰肼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酰肼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180-28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12-2019.01.12 
                                                                           
登记证号 PD20090597  企业名称 山东拜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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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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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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2.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14-2019.01.14 
                                                                           
登记证号 PD2009086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41%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异丙胺盐 4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230-24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1.19-2019.01.19 
                                                                           
登记证号 PD2009098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苯噻酰  含量 6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噻酰草胺 53.5%、苄嘧磺隆 6.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抛秧田    部分多年生杂草  405－540 克/公顷(南方地区)      药土法 
水稻抛秧田    一年生杂草      405－540 克/公顷(南方地区)      药土法 
有效期 2014.01.20-2019.01.20 
                                                                           
登记证号 PD2009110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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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树        介壳虫          167-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1.21-2019.01.21 
                                                                           
登记证号 PD2009124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200-2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1-2019.02.01 
                                                                           
登记证号 PD2009127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多威  含量 9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高毒 
配比     灭多威 9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135-2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1-2019.02.01 
                                                                           
登记证号 PD20091315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辛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5%、辛硫磷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50～5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1-2019.02.01 
                                                                           
登记证号 PD20091397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敌敌畏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47 
 

配比     敌敌畏 22%、氯氰菊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150-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2-2019.02.02 
                                                                           
登记证号 PD2009142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腈菌·三唑酮  含量 1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腈菌唑 2%、三唑酮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白粉病          45-5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2-2019.02.02 
                                                                           
登记证号 PD2009146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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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花科蔬菜  黄条跳甲        540-74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2-2019.02.02 
                                                                           
登记证号 PD20091472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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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森林          松毛虫          1200-1600 倍液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水稻          二化螟          2250-27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800-1600 倍液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750-1125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枣树          枣尺蠖          1200-1600 倍液                  喷雾 
棉花          二代棉铃虫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2-2019.02.02 
                                                                           
登记证号 PD2009153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丁锡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丁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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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03-2019.02.03 
                                                                           
登记证号 PD2009176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霜脲·百菌清  含量 18%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16%、霜脲氰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405-50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4-201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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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9179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百虫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敌百虫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450-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04-2019.02.04 
                                                                           
登记证号 PD2009190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菌脲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异菌脲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早疫病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12-2019.02.12 
                                                                           
登记证号 PD2009195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甲脒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双甲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133.3-2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2.12-2019.02.12 
                                                                           
登记证号 PD2009198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吡虫啉  含量 1.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1%、吡虫啉 1.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6.75-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12-2019.02.12 
                                                                           
登记证号 PD2009221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锡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唑锡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25-1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4-2019.02.24 
                                                                           
登记证号 PD20092411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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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20.25-2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5-2019.02.25 
                                                                           
登记证号 PD2009247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锰锌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早疫病          1845-237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5-201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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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9247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环唑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环唑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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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25-2019.02.25 
                                                                           
登记证号 PD20092500  企业名称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单·苏云菌  含量 63.6%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杀虫单 63%、苏云金杆菌 0.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477-667.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6-2019.02.26 
                                                                           
登记证号 PD2009264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溴磷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丙溴磷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48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03-2019.03.03 
                                                                           
登记证号 PD2009300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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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霜霉病          1125-225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400-6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4.03.09-2019.03.09 
                                                                           
登记证号 PD2009347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马拉·辛硫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马拉硫磷 10%、辛硫磷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150-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3-2019.03.23 
                                                                           
登记证号 PD2009364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溴氰 ·敌敌畏  含量 20.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敌畏 20%、溴氰菊酯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蚜            230-30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5-2019.03.25 
                                                                           
登记证号 PD20093901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0.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4.5-9 克/公顷                   喷雾 



50 
 

有效期 2014.03.26-2019.03.26 
                                                                           
登记证号 PD20093978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联苯菊酯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小绿叶蝉        3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7-2019.03.27 
                                                                           
登记证号 PD20094062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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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树        轮纹病          667-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7-2019.03.27 
                                                                           
登记证号 PD2009418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异丙威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噻嗪酮 6%、异丙威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2.5-18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30-2019.03.30 
                                                                           
登记证号 PD2009422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福美双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福美双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750-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31-2019.03.31 
                                                                           
登记证号 PD2009429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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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加细沙灌心 
森林          松毛虫          1200-1600 倍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枣树          枣尺蠖          1200-1600 倍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750-1125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二代棉铃虫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75-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800-1600 倍                     喷雾 
有效期 2014.03.31-2019.03.31 
                                                                           
登记证号 PD2009430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溴氰·硫丹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高毒 
配比     硫丹 9.8%、溴氰菊酯 0.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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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棉铃虫          150-21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31-2019.03.31 
                                                                           
登记证号 PD2009442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氰·毒死蜱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22.5%、氯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01-2019.04.01 
                                                                           
登记证号 PD2009444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灭多威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吡虫啉 1%、灭多威 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01-2019.04.01 
                                                                           
登记证号 PD2009445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霜霉威盐酸盐  含量 66.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霉威盐酸盐 66.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866.4-108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01-2019.04.01 
                                                                           
登记证号 PD2009457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霉胺  含量 4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嘧霉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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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09-2019.04.09 
                                                                           
登记证号 PD2009460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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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2014.04.10-2019.04.10 
                                                                           
登记证号 PD2009463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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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          轮纹病          467-7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4.10-2019.04.10 
                                                                           
登记证号 PD20094641  企业名称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磷·毒死蜱  含量 3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16%、三唑磷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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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三化螟          192-28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10-2019.04.10 
                                                                           
登记证号 PD20094728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井冈霉素 A  含量 2.4%  剂型 水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井冈霉素 A 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2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10-2019.04.10 
                                                                           
登记证号 PD2009498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三乙膦酸铝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乙膦酸铝 96% 
有效期 2014.04.21-2019.04.21 
                                                                           
登记证号 PD2009515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硫磷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辛硫磷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00-4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24-2019.04.24 
                                                                           
登记证号 PD2009515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螟丹  含量 5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杀螟丹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600-9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4.24-2019.04.24 
                                                                           
登记证号 PD20095647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乐果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乐果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蚜虫            48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5.12-2019.05.12 
                                                                           
登记证号 PD20095867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禾啶  含量 1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禾啶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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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2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夏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50-18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5.27-2019.05.27 
                                                                           
登记证号 PD20096215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抗霉素  含量 32%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抗霉素 32% 
有效期 2014.07.15-2019.07.15 
                                                                           



53 
 

登记证号 PD20096234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磷·毒死蜱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5%、三唑磷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30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7.15-2019.07.15 
                                                                           
登记证号 PD2009632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铃脲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铃脲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9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7.22-2019.07.22 
                                                                           
登记证号 PD20096450  企业名称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灵  含量 1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哒螨灵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31.7-4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8.05-2019.08.05 
                                                                           
登记证号 PD2009651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唑醇  含量 1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唑醇 1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31.3-41.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8.19-2019.08.19 
                                                                           
登记证号 PD2009663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丁·哒螨灵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苯丁锡 5%、哒螨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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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02-2019.09.02 
                                                                           
登记证号 PD20096663  企业名称 山东乡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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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小菜蛾          10.8-1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9.07-2019.09.07 
                                                                           
登记证号 PD20096823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枯草芽孢杆菌  含量 2000 亿孢子/克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枯草芽孢杆菌 2000 亿孢子/克 
有效期 2014.09.21-2019.09.21 
                                                                           
登记证号 PD20096824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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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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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枯草芽孢杆菌 1000 亿孢子/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375-450 克/公顷                 喷雾 
草莓          灰霉病          600-9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840-126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9.21-2019.09.21 
                                                                           
登记证号 PD20096847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18%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草铵膦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园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香蕉园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柑橘园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定向喷雾 
葡萄园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定向喷雾 
蔬菜地        杂草            450-7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木瓜          杂草            600-90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9.21-2019.09.21 
                                                                           
登记证号 PD20096850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草铵膦 95% 
有效期 2014.09.21-2019.09.21 
                                                                           
登记证号 PD20097285  企业名称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苏云菌  含量 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1%、苏云金杆菌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6-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0.26-2019.10.26 
                                                                           
登记证号 PD20097303  企业名称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95% 
有效期 2014.10.26-2019.10.26 
                                                                           
登记证号 PD20097324  企业名称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菌灵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赤霉病          844-9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0.27-2019.10.27 
                                                                           
登记证号 PD2009740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锰锌·百菌清  含量 64%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8%、代森锰锌 5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早疫病          1028-144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0.28-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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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97517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井冈霉素 A  含量 5%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井冈霉素 A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5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03-2019.11.03 
                                                                           
登记证号 PD20097631  企业名称 辽宁省鞍山东大嘉隆生物控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溴鼠灵  含量 0.005%  剂型 饵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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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          田鼠            150-200 克制剂/亩               投饵 
有效期 2014.11.03-2019.11.03 
                                                                           
登记证号 PD20097748  企业名称 山东省德州祥龙生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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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12-2019.11.12 
                                                                           
登记证号 PD2009781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吗胍·乙酸铜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盐酸吗啉胍 10%、乙酸铜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病毒病          525-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20-2019.11.20 
                                                                           
登记证号 PD20097862  企业名称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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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树          枣尺蠖          1200-1600 倍液                  喷雾 
棉花          二代棉铃虫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茶树          茶毛虫          800-1600 倍液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森林          松毛虫          1200-1600 倍液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750-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75-7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750-1125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20-2019.11.20 
                                                                           
登记证号 PD20097870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33%)  含量 /  剂型 水剂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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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间定向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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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4.11.20-2019.11.20 
                                                                           
登记证号 PD20098123  企业名称 武汉楚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含量 10 亿 PIB/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10 亿 PIB/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1500-225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08-2019.12.08 
                                                                           
登记证号 PD20098125  企业名称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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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          轮纹病          700－1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12.08-2019.12.08 
                                                                           
登记证号 PD2009835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矿物油  含量 34%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哒螨灵 4%、矿物油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1-16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8-2019.12.18 
                                                                           
登记证号 PD20098387  企业名称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绵蚜            203.5-271.3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63-83 毫升制剂/亩               喷雾 
柑橘树        矢尖蚧          320-48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8-2019.12.18 
                                                                           
登记证号 PD20098521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抗霉素  含量 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抗霉素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          赤星病          105－1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24-2019.12.24 
                                                                           
登记证号 PD2010021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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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1-2020.01.11 
                                                                           
登记证号 PD20100269  企业名称 江苏灶星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畏·辛硫磷  含量 6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敌畏 40%、辛硫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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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桑树          桑毛虫          433.3-6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1-2020.01.11 
                                                                           
登记证号 PD20100389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螺胺乙醇胺盐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杀螺胺乙醇胺盐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福寿螺          450-525 克/公顷                 毒土撒施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0393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井冈霉素  含量 2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井冈霉素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105－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0555  企业名称 河南欣农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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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0560  企业名称 安徽繁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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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64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057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矿物油  含量 2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矿物油 24.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23-24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060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酸铜  含量 2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酸铜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          溃疡病          167-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4-2020.01.14 
                                                                           
登记证号 PD20100752  企业名称 河南欣农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矿物油  含量 24.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矿物油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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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1500-20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6-2020.01.16 
                                                                           
登记证号 PD20100794  企业名称 河北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溴氰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溴氰菊酯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16.7-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01.19-2020.01.19 
                                                                           
登记证号 PD20101030  企业名称 广西富利海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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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园        杂草            750-1500 毫升制剂/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5.01.20-2020.01.20 
                                                                           
登记证号 PD20101180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氯·杀虫单  含量 16%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1%、杀虫单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美洲斑潜蝇      120-1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1.28-2020.01.28 
                                                                           
登记证号 PD20101458  企业名称 山东罗邦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铝·锰锌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代森锰锌 22%、三乙膦酸铝 2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125－13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5.04-2020.05.04 
                                                                           
登记证号 PD20101485  企业名称 青岛海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0%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22.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5.05-2020.05.05 
                                                                           
登记证号 PD20101557  企业名称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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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54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450-585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742.5-9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5.19-2020.05.19 
                                                                           
登记证号 PD20101567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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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辛硫·三唑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唑磷 10%、辛硫磷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36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5.19-2020.05.19 
                                                                           
登记证号 PD20101667  企业名称 山东玉成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3.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红蜘蛛          10.8-16.2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7.2-8.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6.08-2020.06.08 
                                                                           
登记证号 PD20101929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660-9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8.27-2020.08.27 
                                                                           
登记证号 PD20102051  企业名称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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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          丝黑穗病        6-12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小麦          黑穗病          1.8-3.6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5.11.01-2020.11.01 
                                                                           
登记证号 PD2010209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菌·吗啉胍  含量 5.9%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盐酸吗啉胍 5%、辛菌胺醋酸盐 0.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病毒病          135-196.8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1.25-2020.11.25 
                                                                           
登记证号 PD2010210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霜霉·辛菌胺  含量 16.8%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霜霉威盐酸盐 1.8%、辛菌胺醋酸盐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300-4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1.30-2020.11.30 
                                                                           
登记证号 PD20102136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乙虫腈  含量 94%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虫腈 94% 
有效期 2015.12.02-2020.12.02 
                                                                           
登记证号 PD20102137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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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乙虫腈  含量 9.7%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虫腈 9.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45-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02-2020.12.02 
                                                                           
登记证号 PD20102160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肟菌·戊唑醇  含量 75%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50%、肟菌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166.75-300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68.75-225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黑痘病          125-150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褐斑病          125～187.5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疮痂病          125～187.5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125～187.5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白腐病          125-150 毫克/千克               喷雾 
辣椒          炭疽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炭疽病          125～187.5 毫克/千克            喷雾 
西瓜          炭疽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香蕉          黑星病          166.75-300 毫克/千克            喷雾 
玉米          灰斑病          169-225 克/公顷                 喷雾 
玉米          大斑病          169-22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炭疽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早疫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马铃薯        早疫病          112.5～168.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08-2020.12.08 
                                                                           
登记证号 PD20110011  企业名称 青海生物药品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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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          蝗虫            20.25-2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1.04-2021.01.04 
                                                                           
登记证号 PD2011002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维·氯氰  含量 3.2%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0.2%、氯氰菊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24-28.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1.04-2021.01.04 
                                                                           
登记证号 PD20110176  企业名称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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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          韭蛆            315-441 克/公顷                 芭土法 
甘蓝          蚜虫            21-31.6 克/公顷                喷雾 
芹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31.5-5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2.17-2021.02.17 
                                                                           
登记证号 PD20110188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螺虫乙酯  含量 96%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虫乙酯 96% 
有效期 2016.03.16-2021.03.16 
                                                                           
登记证号 PD20110231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克菌丹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克菌丹 95% 
有效期 2016.02.28-2021.02.28 
                                                                           
登记证号 PD2011028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螺虫乙酯  含量 22.4%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螺虫乙酯 22.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绵蚜            60-80 毫克/千克                 喷雾 
柑橘树        红蜘蛛          48-60 毫克/千克                 喷雾 
番茄          烟粉虱          72-108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介壳虫          48-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3.16-2021.03.16 
                                                                           
登记证号 PD20110492  企业名称 恒诚制药集团淮南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螺胺乙醇胺盐  含量 4%  剂型 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杀螺胺乙醇胺盐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滩涂          钉螺            1-2 克/平方米                   喷粉 
有效期 2016.05.03-2021.05.03 
                                                                           
登记证号 PD20110731  企业名称 河南比赛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矿物油  含量 34%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哒螨灵 4%、矿物油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26.7-34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07.11-2021.07.11 
                                                                           
登记证号 PD20110993  企业名称 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晨环生物制剂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二甲戊  含量 16%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4%、二甲戊灵 1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杂草      96-144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6.09.21-2021.09.21 
                                                                           
登记证号 PD20111071  企业名称 迈克斯（如东）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硫草定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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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氟硫草定 95% 
有效期 2016.10.12-2021.10.12 
                                                                           
登记证号 PD20111120  企业名称 山西康派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多菌灵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30%、多菌灵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466.7-7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0.27-2021.10.27 
                                                                           
登记证号 PD20111142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毒死蜱  含量 2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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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39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03-2021.11.03 
                                                                           
登记证号 PD20111160  企业名称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嘧菌酯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嘧菌酯 2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67-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马铃薯        晚疫病          56.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07-2021.11.07 
                                                                           
登记证号 PD20111165  企业名称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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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树        红蜡蚧          50-60 毫克/千克                 喷雾 
棉花          棉蚜            30－45 克/公顷                  喷雾 
枸杞          蚜虫            18-20 毫克/千克                 喷雾 
辣椒          烟青虫          24-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07-2021.11.07 
                                                                           
登记证号 PD20111215  企业名称 涿州市翔翊华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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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毫升/亩                   喷雾 
有效期 2016.11.17-2021.11.17 
                                                                           
登记证号 PD20111280  企业名称 山东绿邦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溴·矿物油  含量 44%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丙溴磷 11%、矿物油 3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528-66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23-20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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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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树        红蜘蛛          40-60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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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11346  企业名称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蝇胺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菜豆          美洲斑潜蝇      150－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9-2021.12.09 
                                                                           
登记证号 PD20111390  企业名称 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草快  含量 40%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敌草快 40% 
有效期 2016.12.21-2021.12.21 
                                                                           
登记证号 PD20111391  企业名称 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铵膦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铵膦 95% 
有效期 2016.12.21-2021.12.21 
                                                                           
登记证号 PD20111392  企业名称 浙江富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草酯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草酯 95% 
有效期 2016.12.21-2021.12.21 
                                                                           
登记证号 PD20111395  企业名称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唑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333－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1-2021.12.21 
                                                                           
登记证号 PD20111396  企业名称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丙环唑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50克/升、丙环唑 2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60－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1-2021.12.21 
                                                                           
登记证号 PD20111400  企业名称 山东省潍坊鸿汇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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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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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2.8-6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2.22-2021.12.22 
                                                                           
登记证号 PD20111401  企业名称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酰溴苯腈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辛酰溴苯腈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蒜田        阔叶杂草        337.5-40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2.22-2021.12.22 
                                                                           
登记证号 PD20111430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润德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三唑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三唑磷 19.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150-21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28-2021.12.28 
                                                                           
登记证号 PD20111435  企业名称 南宁市德丰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58%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5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一年生杂草      1866-2488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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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11445  企业名称 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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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炭疽病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芹菜          斑枯病          52.5-67.5 克/公顷               喷雾 
苦瓜          白粉病          105-150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4.3-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登记证号 PD20111446  企业名称 浙江富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吡啶酸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吡啶酸 95% 
有效期 2016.12.30-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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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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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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1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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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氟虫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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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证号 PD20120002  企业名称 山东兴禾作物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苦参碱  含量 0.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苦参碱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5-7 毫克/千克                   喷雾 
林木          美国白蛾        2.5-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03  企业名称 河北润达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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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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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12  企业名称 河北馥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苦参碱  含量 0.3%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苦参碱 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2.81-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5-2022.01.05 
                                                                           
登记证号 PD20120017  企业名称 北京市东旺农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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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          蚜虫            13.5－1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6-2022.01.06 
                                                                           
登记证号 PD20120019  企业名称 山西运城绿康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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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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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54-67.5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42.9-6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6-2022.01.06 
                                                                           
登记证号 PD20120020  企业名称 山东东泰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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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白粉病          105-150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4.3-16.7 毫克/千克             喷雾 
芹菜          斑枯病          52.5-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6-2022.01.06 
                                                                           
登记证号 PD20120025  企业名称 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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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甜菜夜蛾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登记证号 PD20120028  企业名称 江苏建农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硅唑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硅唑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25－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登记证号 PD20120031  企业名称 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草快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敌草快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油菜田（免耕）一年生杂草      450-6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登记证号 PD20120032  企业名称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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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菜        蚜虫            5.6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登记证号 PD20120033  企业名称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烯酰吗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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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霜霉病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09-202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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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039  企业名称 天津市施普乐农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哒螨灵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哒螨灵 4.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25-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4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喹啉酸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稗草            300-3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4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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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菜青虫          7.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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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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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046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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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飞虱          450－58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47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噁草·丁草胺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丁草胺 34%、噁草酮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秧田      一年生杂草      600-750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1.10-2022.01.10 
                                                                           
登记证号 PD20120050  企业名称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禾灵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喹禾灵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37.5-6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1-20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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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052  企业名称 湖南万家丰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松脂酸铜  含量 1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松脂酸铜 1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炭疽病          228.6-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1-2022.01.11 
                                                                           
登记证号 PD20120053  企业名称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吡·烯草酮  含量 2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高效氟吡甲禾灵 7.5%、烯草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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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5-13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3-2022.01.13 
                                                                           
登记证号 PD201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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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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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耕地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柑橘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57  企业名称 山东中农民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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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1335-1735.5 克/公顷（东北地区）； 

1068-1335 克/公顷（其它地区）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335-1735.5 克/公顷（东北地区）； 

1068-1335 克/公顷（其它地区）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60  企业名称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2.5%  剂型 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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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63  企业名称 山东中禾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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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67.5-78.75（东北地区） 

56.25-67.5（其他地区）        茎叶喷雾 
春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67.5-78.75（东北地区） 

56.25-67.5（其他地区）         茎叶喷雾 
油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5-6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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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5-56.2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6-2022.01.16 
                                                                           
登记证号 PD20120065  企业名称 河北上瑞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除虫脲  含量 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除虫脲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金纹细蛾        125-166.7 毫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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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071  企业名称 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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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树        黄蚜            25－50 毫克/千克                喷雾 
小麦          蚜虫            22.5-30 克/公顷(南方地区) 

45-60 克/公顷(北方地区)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120072  企业名称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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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树          小绿叶蝉        21-42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黄蚜            28-50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21-42 克/公顷                   喷雾 
杭白菊        蚜虫            42-63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21-42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21-42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白粉虱          42-63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蚜虫            21-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120080  企业名称 江西省赣州宇田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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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霜脲·锰锌  含量 7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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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代森锰锌 64%、霜脲氰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1350-16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二氯喹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嘧磺隆 3%、二氯喹啉酸 4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一年生杂草      225-3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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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烟青虫          1.5-3 克/公顷                   喷雾 
茭白          二化螟          12-17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1.5－2.25 克/公顷               喷雾 
花椰菜        小菜蛾          1.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8  企业名称 北京市东旺农药厂 
产品名称 氟铃脲  含量 5%  剂型 乳油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铃脲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52.5－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89  企业名称 湖南农大海特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丁草胺  含量 3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1.5%、丁草胺 28.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抛秧田    一年生杂草      650-900 克/公顷                 毒土法 
有效期 2017.01.19-2022.01.19 
                                                                           
登记证号 PD20120090  企业名称 广东金农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异菌脲  含量 32%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16%、异菌脲 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冠腐病          320-400 毫克/千克               浸果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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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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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092  企业名称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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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72.9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094  企业名称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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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田        禾本科杂草      35.6-52.1 克/公顷               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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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101  企业名称 山东中禾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草胺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草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小粒种子阔叶杂草 

1200-1500 克/公顷（东北地区）； 

750-900 克/公顷（其他地区）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玉米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小粒种子阔叶杂草 

1200-1500 克/公顷（东北地区）； 

750-900 克/公顷（其他地区）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06  企业名称 山东兴禾作物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胺  含量 450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4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          炭疽病          225-450 毫克/千克               浸果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14  企业名称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 



72 
 

产品名称 丙溴磷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丙溴磷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铃虫          48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19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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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树          黑星病          107.5－215 毫克/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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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127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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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夜蛾        2.85-3.5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29  企业名称 山西运城绿康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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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32  企业名称 湖北省天门易普乐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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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蚜虫            30-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39  企业名称 河北美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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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43  企业名称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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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S-氰戊菊酯  含量 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S-氰戊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桃小食心虫      16-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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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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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菜        蜗牛            54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PD20120146  企业名称 山西德威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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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148  企业名称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丙环唑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50克/升、丙环唑 250 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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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50  企业名称 上海农乐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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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白粉病          96.75-135.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52  企业名称 江苏东南植保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异丙威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嗪酮 5%、异丙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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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53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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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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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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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159  企业名称 江西省丰城市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杀虫单  含量 2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杀虫单 19.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562.5-6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60  企业名称 天津市汉邦植物保护剂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莲藕          莲缢管蚜        15-30 克/公顷                   喷雾 
芹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蚜虫            21-31.5 克/公顷                 喷雾 
菠菜          蚜虫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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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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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172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3.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4.32-5.2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77  企业名称 山东中禾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丙甲草胺  含量 96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异丙甲草胺 960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1296-1548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大豆田        一年生杂草      1440-2016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79  企业名称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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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茭白          二化螟          12-17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斜纹夜蛾        1.5-2.1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1.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85  企业名称 湖南万家丰科技有限公司 



75 
 

产品名称 咪鲜胺  含量 450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4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          炭疽病          300－450 毫克/千克              浸果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89  企业名称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唑烟酸  含量 2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唑烟酸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90  企业名称 青岛中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毒死蜱  含量 2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2%、毒死蜱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绵蚜            88-14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91  企业名称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精喹禾灵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精喹禾灵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2.5-6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194  企业名称 重庆市诺意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聚乙醛  含量 6%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四聚乙醛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蜗牛            360-49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PD20120211  企业名称 山东中禾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46%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4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209-2325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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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120224  企业名称 辽宁省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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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丙草胺  含量 5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草胺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禾本科、莎草科及部分阔叶杂草 450-525 克/公顷毒土法 
有效期 2017.02.10-2022.02.10 
                                                                           
登记证号 PD20120225  企业名称 辽宁省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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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小粒种子阔叶杂草 

1468.5-1735.5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春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部分小粒种子阔叶杂草 

1468.5-1735.5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7.02.10-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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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甜菜夜蛾        1.875-3.37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0-2022.02.10 
                                                                           
登记证号 PD20120230  企业名称 麦德梅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种菌唑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种菌唑 97% 
有效期 2017.02.10-2022.02.10 
                                                                           
登记证号 PD20120231  企业名称 麦德梅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霜·种菌唑  含量 4.23%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霜灵 1.88%、种菌唑 2.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恶苗病          4.23-6.35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棉花          立枯病          13.5-18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玉米          茎基腐病        3.375～5.4 克/100公斤种子       种子包衣 
玉米          丝黑穗病        9～18 克/100 公斤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7.02.10-2022.02.10 
                                                                           
登记证号 PD20120240  企业名称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乙基多杀菌素  含量 6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基多杀菌素 6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18-36 克/公顷                   喷雾 
杨梅树        果蝇            24-40 毫克/千克                 喷雾 
茄子          蓟马            9-18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甜菜夜蛾        18-36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8-27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3-202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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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20245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菌环胺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嘧菌环胺 98% 
有效期 2017.02.13-2022.02.13 
                                                                           
登记证号 PD20120252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环·咯菌腈  含量 62%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25%、嘧菌环胺 3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观赏百合      灰霉病          186～55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3-2022.02.13 
                                                                           
登记证号 PD20120263  企业名称 河北润达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高氯  含量 2%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高效氯氰菊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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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14-2022.02.14 
                                                                           
登记证号 PD20120266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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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71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80%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440-192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75  企业名称 河南远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丁·哒螨灵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丁锡 5%、哒螨灵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50-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8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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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菜          斑枯病          52.5-67.5 克/公顷               喷雾 
苦瓜          白粉病          105-150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4.3-16.7 毫克/千克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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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2.02.15-2017.02.15 
                                                                           
登记证号 PD20120286  企业名称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酰甲胺磷  含量 75%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7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6-2022.02.16 
                                                                           
登记证号 PD20120290  企业名称 河北德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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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菜青虫          8.1-1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294  企业名称 河北省保定市亚达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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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          红蜘蛛          10.8-16.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296  企业名称 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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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菜青虫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298  企业名称 广西贝嘉尔生物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啶虫脒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啶虫脒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11.25－1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11  企业名称 江西劲农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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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261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19  企业名称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啶虫脒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蚜虫            24－36 克/公顷                  喷雾 



79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20  企业名称 广西贝嘉尔生物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抗·锰锌  含量 46%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抗霉素 2%、代森锰锌 4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460-57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24  企业名称 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3%  剂型 微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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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小菜蛾          6.75-9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31  企业名称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仲丁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仲丁威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80-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33  企业名称 陕西恒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氯氰菊酯  含量 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氯氰菊酯 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22.5-26.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34  企业名称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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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一年生阔叶杂草  15-18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41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苄嘧磺隆  含量 1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苄嘧磺隆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移栽田    莎草            30-45 克/公顷                   药土法 
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30-45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7.02.17-2022.02.17 
                                                                           
登记证号 PD20120354  企业名称 辽宁省大连松辽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噁草酮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噁草酮 2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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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移栽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阔叶杂草 100-130毫升/亩       毒土法 
有效期 2017.02.23-2022.02.23 
                                                                           
登记证号 PD20120360  企业名称 石家庄市兴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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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3-2022.02.23 
                                                                           
登记证号 PD20120363  企业名称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产品名称 五氟·氰氟草  含量 60 克/升  剂型 可分散油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50 克/升、五氟磺草胺 1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90-148.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水稻秧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90-103.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移栽水稻田    稗草            90-148.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水稻秧田      稗草            90-103.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直播水稻田    稗草及部分阔叶杂草和莎草 90-1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移栽水稻田    千金子          90-148.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水稻秧田      千金子          90-103.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直播水稻田    千金子          90-1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2.23-2022.02.23 
                                                                           
登记证号 PD20120364  企业名称 陕西先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锈病            75－1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65  企业名称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已唑醇  含量 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水稻纹枯病      67.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66  企业名称 湖南万家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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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克/升、丙环唑 150 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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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67  企业名称 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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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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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          甜菜夜蛾        1.8-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68  企业名称 陕西先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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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71  企业名称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王铜  含量 73%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王铜 67%、烯酰吗啉 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766.5－87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74  企业名称 山东恒丰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2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50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树        叶斑病          83.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76  企业名称 石家庄市兴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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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小菜蛾          8.1－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2.24-2017.02.24 
                                                                           
登记证号 PD20120383  企业名称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吡虫啉 7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夏玉米        蚜虫            350-49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小麦          蚜虫            140-175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水稻          蓟马            560-840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7.03.06-2022.03.06 
                                                                           
登记证号 PD2012038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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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0.8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6-2022.03.06 
                                                                           
登记证号 PD20120393  企业名称 山东曹达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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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烯酰吗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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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07-2022.03.07 
                                                                           
登记证号 PD20120406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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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116.1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95.6－14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7-2022.03.07 
                                                                           
登记证号 PD20120410  企业名称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依维菌素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依维菌素 95% 
有效期 2017.03.12-2022.03.12 
                                                                           
登记证号 PD20120411  企业名称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依维菌素  含量 0.5%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依维菌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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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12-2022.03.12 
                                                                           
登记证号 PD20120412  企业名称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70%  剂型 种子处理可分散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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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20 克/每 100 千克种子        拌种 
有效期 2017.03.12-2022.03.12 
                                                                           
登记证号 PD2012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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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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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夜蛾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38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双炔·百菌清  含量 44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百菌清 400 克/升、双炔酰菌胺 4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660－9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43  企业名称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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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          叶斑病          83.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烟草          炭疽病          90-150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赤星病          9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3.14-2017.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44  企业名称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1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直播水稻田    稗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 75-9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445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丙溴磷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丙溴磷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红蜘蛛          90-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47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甲·丙环唑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50克/升、丙环唑 2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67.5-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59  企业名称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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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          稻纵卷叶螟      12-18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小菜蛾          1.5-2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甜菜夜蛾        1.5-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60  企业名称 上海禾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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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白粉病          77.4-116.1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107.5-14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PD20120462  企业名称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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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克/升、丙环唑 150 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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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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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2017.03.16-2022.03.16 
                                                                           
登记证号 PD20120464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精甲·咯·嘧菌  含量 11%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咯菌腈 1.1%、精甲霜灵 3.3%、嘧菌酯 6.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立枯病          25-5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玉米          茎基腐病        11-33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棉花          猝倒病          25-50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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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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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72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1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绵蚜            187.5-2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73  企业名称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氯·甲维盐  含量 4%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氰菊酯 3.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小菜蛾          6-1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76  企业名称 江西汇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磷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唑磷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三化螟          300-48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80  企业名称 山东兆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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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园        杂草            1125-225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83  企业名称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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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梨树          黑星病          107.5-143.3ppm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487  企业名称 上海禾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2%  剂型 水分散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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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90  企业名称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环唑  含量 3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三环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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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92  企业名称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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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494  企业名称 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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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9-2022.03.19 
                                                                           
登记证号 PD20120506  企业名称 广西贝嘉尔生物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环唑  含量 5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环唑 5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香蕉树        叶斑病          275－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0-2022.03.20 
                                                                           
登记证号 PD20120516  企业名称 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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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23  企业名称 山东兆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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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26  企业名称 江西汇和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磷·毒死蜱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10%、三唑磷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30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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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剂型 可溶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蚜虫            24-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30  企业名称 江西抚州新兴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磷·毒死蜱  含量 2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5%、三唑磷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300-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35  企业名称 河北志诚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45－75 克/公顷(北方地区)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37  企业名称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35%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3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050-2100 克/公顷               定向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39  企业名称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氟氯氰菊酯  含量 2.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氟氯氰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菜青虫          7.5-11.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48  企业名称 北京燕化永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5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50% 



8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60-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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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硅唑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黑星病          56.25-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66  企业名称 福建新农大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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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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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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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树          小绿叶蝉        18.7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28-2022.03.28 
                                                                           
登记证号 PD20120650  企业名称 山东潍坊双星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虫螨腈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95% 
有效期 2017.01.18-2022.01.18 
                                                                           
登记证号 PD20120696  企业名称 山东拜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嗪磷  含量 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嗪磷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白菜        小地老虎        600-9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2.04.18-2017.04.18 
                                                                           
登记证号 PD20120725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仲丁威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1%、仲丁威 1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225-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5.02-2017.05.02 
                                                                           
登记证号 PD20120820  企业名称 安道麦马克西姆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克菌·戊唑醇  含量 4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克菌丹 320 克/升、戊唑醇 8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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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纹枯病          12-16 克/100 千克种子            拌种 
番茄          叶霉病          240－360 克/公顷                喷雾 
葡萄          炭疽病          267-400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霜霉病          267-400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白腐病          267-400 毫克/千克               喷雾 
苹果树        轮纹病          267-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5.22-2017.05.22 
                                                                           
登记证号 PD20121008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18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白菜        小菜蛾          8.1-13.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6.21-2017.06.21 
                                                                           
登记证号 PD2012103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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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5-2242.5 克/公顷           定向喷雾 
有效期 2012.07.04-2017.07.04 
                                                                           
登记证号 PD2012108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四螨嗪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四螨嗪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100-2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7.19-2017.07.19 
                                                                           
登记证号 PD2012113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锡  含量 2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唑锡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100-2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7.20-2017.07.20 
                                                                           
登记证号 PD2012113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三唑酮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三唑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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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20-2017.07.20 
                                                                           
登记证号 PD2012126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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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15-30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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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          韭蛆            300-450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2.09.04-2017.09.04 
                                                                           
登记证号 PD2012127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哒螨灵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哒螨灵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红蜘蛛          50-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9.06-2017.09.06 
                                                                           
登记证号 PD2012129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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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9.06-2017.09.06 
                                                                           
登记证号 PD20121347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蛇床子素  含量 10%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蛇床子素 10% 
有效期 2012.09.13-2017.09.13 
                                                                           
登记证号 PD20121348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蛇床子素  含量 0.4%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蛇床子素 0.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茶树          茶尺蠖          6-7.2 克/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4.8-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9.13-2017.09.13 
                                                                           
登记证号 PD20121371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磷·毒死蜱  含量 2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5%、三唑磷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三化螟          240-3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9.19-2017.09.19 
                                                                           
登记证号 PD2012137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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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          棉铃虫          27-4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9.13-2017.09.13 
                                                                           
登记证号 PD2012137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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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卜          黄条跳甲        90-135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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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树        红蜘蛛          75-1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09.13-2017.09.13 
                                                                           
登记证号 PD20121403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三唑磷  含量 1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1%、三唑磷 14.9%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二化螟          225-3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09.19-2017.09.19 
                                                                           
登记证号 PD2012149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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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0.09-2017.10.09 
                                                                           
登记证号 PD2012152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哒螨灵  含量 10.5%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5%、哒螨灵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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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09-2017.10.09 
                                                                           
登记证号 PD2012152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1.8%  剂型 水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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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树        红蜘蛛          7.5-1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10.09-2017.10.09 
                                                                           
登记证号 PD20121554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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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0.25-2017.10.25 
                                                                           
登记证号 PD20121664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吡菌酰胺  含量 41.7%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吡菌酰胺 41.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37.5～75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根结线虫        0.012-0.015 克/株               灌根 
有效期 2012.11.05-2017.11.05 
                                                                           
登记证号 PD2012169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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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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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三化螟          36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1.05-2017.11.05 
                                                                           
登记证号 PD2012175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哒螨灵  含量 1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5%、哒螨灵 12.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二斑叶螨        50-8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2.11.15-2017.11.15 
                                                                           
登记证号 PD2012189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灭蝇胺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灭蝇胺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美洲斑潜蝇      180-21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2.07-2017.12.07 
                                                                           
登记证号 PD2012202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五硝·多菌灵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多菌灵 20%、五氯硝基苯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西瓜          枯萎病          0.25-0.33 克/株                 灌根 
有效期 2012.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PD2012203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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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8.6-72.9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2.12.19-2017.12.19 
                                                                           
登记证号 PD20122073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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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菜          菜青虫          30-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2.12.24-2017.12.24 
                                                                           
登记证号 PD20130224  企业名称 山东省邹平县绿大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咪鲜胺  含量 450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45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337.5-418.5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果实)    炭疽病          255-450 毫克/千克               浸果 
有效期 2013.01.30-2018.01.30 
                                                                           
登记证号 PD2013024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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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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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甲氨基阿维菌素 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纵卷叶螟      9－1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2.05-2018.02.05 
                                                                           
登记证号 PD2013026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己唑醇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己唑醇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白粉病          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2.06-2018.02.06 
                                                                           
登记证号 PD2013033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毒死蜱  含量 3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毒死蜱 15%、噻嗪酮 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介壳虫          120-2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3.05-2018.03.05 
                                                                           
登记证号 PD20130365  企业名称 镇江市润宇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短稳杆菌  含量 100 亿孢子/毫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短稳杆菌 100 亿孢子/毫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烟草          烟青虫          1071.4-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800-1000 倍液                   喷雾 
茶树          茶尺蠖          1071.4-1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斜纹夜蛾        800-1000 倍液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600-700 倍液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800-1000 倍液                   喷雾 
有效期 2013.03.11-2018.03.11 
                                                                           
登记证号 PD2013055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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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36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4.01-2018.04.01 
                                                                           
登记证号 PD2013060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磺隆  含量 2.5%  剂型 泡腾片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嘧磺隆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抛秧田    阔叶杂草及莎草科杂草 18.75－30 克/公顷           撒施法 
有效期 2013.04.03-2018.04.03 
                                                                           
登记证号 PD20131035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菌素  含量 5%  剂型 微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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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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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          美洲斑潜蝇      8.1-12.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5.13-2018.05.13 
                                                                           
登记证号 PD2013112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三唑锡  含量 1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5%、三唑锡 12.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二斑叶螨        83.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3.05.20-2018.05.20 
                                                                           
登记证号 PD2013139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蚜虫            13.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7.02-2018.07.02 
                                                                           
登记证号 PD20131519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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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蚜虫            18-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7.17-2018.07.17 
                                                                           
登记证号 PD2013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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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17%、氰氟草酯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秧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240-30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3.07.18-2018.07.18 
                                                                           
登记证号 PD20131647  企业名称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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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克/公顷                   喷雾 
观赏月季      斜纹夜蛾        1.5-2.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08.01-2018.08.01 
                                                                           
登记证号 PD2013169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磺隆  含量 8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磺隆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12-24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3.08.07-2018.08.07 
                                                                           
登记证号 PD2013170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吡·苯磺隆  含量 2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磺隆 2.7%、氯氟吡氧乙酸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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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冬小麦田      一年生阔叶杂草  90-1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3.08.07-2018.08.07 
                                                                           
登记证号 PD20131758  企业名称 青海生物药品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C 型肉毒梭菌毒素  含量 100 万毒价/毫升  剂型 浓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C 型肉毒梭菌毒素 100 万毒价/毫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原          害鼠            10-12 克/鼠洞    配成 0.1-0.15％的毒饵，洞口投饵 
有效期 2013.09.06-2018.09.06 
                                                                           
登记证号 PD2013179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氰氟草酯 1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田(直播)  千金子          90－1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3.09.09-2018.09.09 
                                                                           
登记证号 PD20132186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含量 3%  剂型 水分散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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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0.29-2018.10.29 
                                                                           
登记证号 PD2013232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吡嘧·苯噻酰  含量 68%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噻酰草胺 64%、吡嘧磺隆 4%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移栽水稻田    一年生杂草      255-357 克/公顷                 药土法 
有效期 2013.11.13-2018.11.13 
                                                                           
登记证号 PD2013262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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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2013.12.20-2018.12.20 
                                                                           
登记证号 PD20132635  企业名称 山东禾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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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老虎          6-12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菜青虫          11.25-1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3.12.20-2018.12.20 
                                                                           
登记证号 PD20140138  企业名称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嘧菌酯  含量 98%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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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嘧菌酯 98% 
有效期 2014.01.20-2019.01.20 
                                                                           
登记证号 PD20140410  企业名称 江苏省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异菌脲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异菌脲 5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番茄          灰霉病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早疫病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250-500 毫克/千克               喷雾 
葡萄          灰霉病          500-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2.24-2019.02.24 
                                                                           
登记证号 PD2014057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炔螨特  含量 3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炔螨特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300－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3.06-2019.03.06 
                                                                           
登记证号 PD2014058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醚菌酯  含量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醚菌酯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白粉病          97.5-1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06-2019.03.06 
                                                                           
登记证号 PD20140661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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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苯虫酰胺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玉米螟          24-3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3.14-2019.03.14 
                                                                           
登记证号 PD20140678  企业名称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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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叶斑病          130-216.7 毫克/千克             喷雾 
石榴          叶斑病          162.5-21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3.24-2019.03.24 
                                                                           
登记证号 PD2014071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氰氟草酯  含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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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子          90～12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3.24-201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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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4100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二氯喹啉酸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二氯喹啉酸 7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抛秧田    稗草            225-337.5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4.21-2019.04.21 
                                                                           
登记证号 PD20141205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唑膦  含量 2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噻唑膦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根结线虫        2250-3000 克/公顷               灌根 
有效期 2014.05.06-2019.05.06 
                                                                           
登记证号 PD2014127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甲霜灵  含量 3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霜灵 8%、烯酰吗啉 22%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葡萄          霜霉病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5.12-2019.05.12 
                                                                           
登记证号 PD2014134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36%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3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756－11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6.04-2019.06.04 
                                                                           
登记证号 PD2014146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炔螨特  含量 4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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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66.7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4.06.17-2019.06.17 
                                                                           
登记证号 PD2014148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酰吗啉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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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09-2019.06.09 
                                                                           
登记证号 PD20141622  企业名称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虫·高氯氟  含量 22%  剂型 微囊悬浮－悬浮剂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高效氯氟氰菊酯 9.4%、噻虫嗪 12.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棉蚜            37.05-55.58 克/公顷             喷雾 
辣椒          白粉虱          18.53-37.05 克/公顷             喷雾 
马铃薯        蚜虫            37-55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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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          菜青虫          18.53-55.58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茶小绿叶蝉      18.53-33.34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棉铃虫          37.05-55.58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茶尺蠖          18.53-33.34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烟青虫          18.53-37.05 克/公顷             喷雾 
甘蓝          蚜虫            18.53-55.58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蚜虫            24.7-49.4 毫克/千克             喷雾 
烟草          蚜虫            18.53-37.0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蚜虫            18.53-33.34 克/公顷             喷雾 
大豆          蚜虫            18.53-33.34 克/公顷             喷雾 
大豆          造桥虫          18.53-33.34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6.24-2019.06.24 
                                                                           
登记证号 PD20141704  企业名称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蜡质芽孢杆菌  含量 20 亿孢子/克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蜡质芽孢杆菌 20 亿孢子/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茄子          青枯病          100-300 倍                      灌根 
水稻          稻曲病          150-200 制剂克/亩               喷雾 
水稻          稻瘟病          150-200 制剂克/亩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50-200 制剂克/亩               喷雾 
有效期 2014.06.30-2019.06.30 
                                                                           
登记证号 PD20141847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异丙胺盐  含量 46%  剂型 水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4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园        杂草            1242-1656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4.07.24-2019.07.24 
                                                                           
登记证号 PD20141917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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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玉米田      一年生杂草      978-1467 克/公顷                土壤喷雾 
有效期 2014.08.01-2019.08.01 
                                                                           
登记证号 PD20141973  企业名称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虫·噻虫嗪  含量 4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虫嗪 20%、氯虫苯甲酰胺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水象甲        48-6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二化螟          48-60 克/公顷                   喷雾 
玉米          玉米螟          60-72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褐飞虱          48-6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36-48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三化螟          60-7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08.13-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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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42365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噻嗪酮  含量 6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噻嗪酮 6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飞虱          112.125-146.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04-2019.11.04 
                                                                           
登记证号 PD20142432  企业名称 山东鲁抗生物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8000IU/微升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 8000IU/微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十字花科蔬菜  菜青虫          3000-4500 克制剂/公顷           喷雾 
草坪          粘虫            1350-1650 毫升制剂/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1.15-2019.11.15 
                                                                           
登记证号 PD2014264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啶虫脒  含量 20％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啶虫脒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蓟马            22.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4.12.15-2019.12.15 
                                                                           
登记证号 PD20150002  企业名称 广西利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草甘膦铵盐  含量 80%  剂型 可溶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草甘膦 8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非耕地        杂草            1200-1680 克/公顷               茎叶喷雾 
有效期 2015.01.04-2020.01.04 
                                                                           
登记证号 PD20150198  企业名称 河北省沧州百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辛硫磷  含量 5%  剂型 颗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辛硫磷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玉米螟          150-200 克/公顷                 撒施 
有效期 2015.01.15-2020.01.15 
                                                                           
登记证号 PD20150324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霜·霜脲氰  含量 2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霜灵 12.5%、霜脲氰 1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辣椒          疫病            416.7-625 毫克/千克             灌根 
有效期 2015.03.02-2020.03.02 
                                                                           
登记证号 PD2015048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高效氯氟氰菊酯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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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蚜虫            7.5-10.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3.20-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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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50892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阿维·哒螨灵  含量 1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阿维菌素 0.2%、哒螨灵 9.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柑橘树        红蜘蛛          33.3－5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05.19-2020.05.19 
                                                                           
登记证号 PD20150986  企业名称 广东植物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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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6.11-2020.06.11 
                                                                           
登记证号 PD20151174  企业名称 浙江省桐庐汇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井冈·噻呋  含量 16%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井冈霉素 A 13%、噻呋酰胺 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纹枯病          72-96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72-96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6.26-2020.06.26 
                                                                           
登记证号 PD20151269  企业名称 青海生物药品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D 型肉毒梭菌毒素  含量 1500 万毒价/毫升  剂型 浓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D 型肉毒梭菌毒素 1500 万毒价/毫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草原          长爪沙鼠        与基饵按 1:1000 的比例配制成饵粒 投放 
草原          高原鼠兔        与基饵按 1:1000 的比例配制成饵粒 投放 
草原          黑线姬鼠        与基饵按 1:1000 的比例配制成饵粒 投放 
有效期 2015.07.30-2020.07.30 
                                                                           
登记证号 PD20151751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虫螨腈  含量 10%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60-9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08.28-2020.08.28 
                                                                           
登记证号 PD20151777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几丁聚糖  含量 0.5%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几丁聚糖 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玉米          调节生长        12.5-16.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春大豆        调节生长        12.5-16.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棉花          调节生长        12.5-16.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冬小麦        调节生长        12.5-16.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5.08.28-2020.08.28 
                                                                           



100 
 

登记证号 PD2015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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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22-2020.09.22 
                                                                           
登记证号 PD20152270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戊唑醇  含量 6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丙森锌 60%、戊唑醇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433-722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10.20-2020.10.20 
                                                                           
登记证号 PD20152293  企业名称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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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          蚜虫            22.5-30 克/公顷                 喷雾 
柑橘树        蚜虫            20.8-31.25 毫克/千克            喷雾 
番茄          烟粉虱          26.25-75 克/公顷                喷雾 
芹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0.20-2020.10.20 
                                                                           
登记证号 PD20152429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氟菌·肟菌酯  含量 43%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吡菌酰胺 21.5%、肟菌酯 21.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靶斑病          112.5-18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白粉病          37.5-75 克/公顷                 喷雾 
西瓜          蔓枯病          112.5-187.5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早疫病          112.5-187.5 克/公顷             喷雾 
黄瓜          炭疽病          112.5-187.5 克/公顷             喷雾 
辣椒          炭疽病          150-225 克/公顷                 喷雾 
番茄          叶霉病          150-2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04-2020.12.04 
                                                                           
登记证号 PD20152439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醚甲环唑  含量 2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苯醚甲环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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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04-2020.12.04 
                                                                           
登记证号 PD20152458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肼酯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联苯肼酯 97% 
有效期 2015.12.04-20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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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152496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虫螨腈  含量 10%  剂型 微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虫螨腈 1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蓝          甜菜夜蛾        60-7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05-2020.12.05 
                                                                           
登记证号 PD20152546  企业名称 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咪鲜胺  含量 40%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咪鲜胺 26.7%、戊唑醇 13.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50-21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曲病          150-210 克/公顷                 喷雾 
香蕉          黑星病          267-4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12.05-2020.12.05 
                                                                           
登记证号 PD20152563  企业名称 山东省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唑醚·代森联  含量 60%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唑醚菌酯 5%、代森联 5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黄瓜          霜霉病          540-72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5.12.05-2020.12.05 
                                                                           
登记证号 PD20152608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异菌脲  含量 25%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5%、异菌脲 2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苹果树        斑点落叶病      62.5-83.3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5.12.17-2020.12.17 
                                                                           
登记证号 PD20152673  企业名称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咯菌腈  含量 25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咯菌腈 25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恶苗病          10-1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小麦          根腐病          3.75-5 克/100 千克种子           种子包衣 
有效期 2015.12.19-2020.12.19 
                                                                           
登记证号 PD28-87  企业名称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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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白粉病          124.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根腐病          124.5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纹枯病          112.5-150 克/公顷               喷雾 
小麦          锈病            124.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07-202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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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361-200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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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油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1.75-62.1 克/公顷              喷雾 
冬油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1.4-51.75 克/公顷              喷雾 
花生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45-61.93 克/公顷                喷雾 
大豆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0.7-73.2 克/公顷               喷雾 
棉花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1.8-62.1 克/公顷               喷雾 
花椰菜田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51.8-62.1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6.01-2021.06.01 
                                                                           
登记证号 PD364-200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97% 
有效期 2016.06.27-2021.06.27 
                                                                           
登记证号 PD365-200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可溶液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吡虫啉 2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棉花          伏蚜            30-45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飞虱          20-3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苗蚜            15-3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黄蚜            25-40 毫克/千克                 喷雾 
茄子          白粉虱          45-90 克/公顷                   喷雾 
番茄(保护地)  白粉虱          45-60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蚜虫            30-45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梨木虱          40-80 毫克/千克                 喷雾 
十字花科蔬菜  蚜虫            15-3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150-180 克/公顷                 滴灌或灌根 
有效期 2016.06.27-2021.06.27 
                                                                           
登记证号 PD366-2001  企业名称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95%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戊唑醇 95% 
有效期 2016.06.27-2021.06.27 
                                                                           
登记证号 PD84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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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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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树          蚜虫            250-333 毫克/千克               喷雾 
蔬菜          蚜虫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豆类          造桥虫          561.5-750 克/公顷               喷雾 
豆类          食心虫          561.5-750 克/公顷               喷雾 
农田          蝗虫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牧草          蝗虫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林木          蝗虫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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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黏虫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象甲            625-1000 毫克/千克              喷雾 
棉花          叶跳虫          375-562.2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盲蝽蟓          375-562.2 克/公顷               喷雾 
果树          蝽蟓            250-333 毫克/千克               喷雾 
水稻          飞虱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蔬菜          黄条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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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          蚜虫            562.5-75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375-562.2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17-2021.07.17 
                                                                           
登记证号 PD84111-42  企业名称 甘肃省张掖市大弓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氧乐果  含量 4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原药高毒) 
配比     氧乐果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300-45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375-600 克/公顷                 喷雾 
森林          松毛虫          500 倍液                        喷雾或直接涂树干 
水稻          飞虱            375-60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螨              375-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稻纵卷叶螟      375-600 克/公顷                 喷雾 
森林          松干蚧          500 倍液                        喷雾或直接涂树干 
有效期 2017.01.23-2022.01.23 
                                                                           
登记证号 PD85105-35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敌敌畏  含量 80%  剂型 乳油  毒性 中等毒 
配比     敌敌畏 77.5%(气谱法)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小麦          蚜虫            60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蚜虫            600-1200 克/公顷                喷雾 
桑树          尺蠖            600 克/公顷                     喷雾 
青菜          菜青虫          60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小卷叶蛾        400-500 毫克/千克               喷雾 
粮仓          多种储藏害虫    1)400-500 倍液                1)喷雾 

2)0.4-0.5 克/立方米           2)挂条熏蒸 
卫生          多种卫生害虫    1)300-400 倍液                1)泼洒 

2)0.08 克/立方米              2)挂条熏蒸 
小麦          黏虫            600 克/公顷                     喷雾 
茶树          食叶害虫        600 克/公顷                     喷雾 
棉花          造桥虫          600-1200 克/公顷                喷雾 
苹果树        蚜虫            400-500 毫克/千克               喷雾 
有效期 2011.09.13-2016.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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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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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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萝          果实增大        40-80 毫克/千克                 喷花 
葡萄          无核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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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前浸种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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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        苗齐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水稻          增加千粒重      20-30 毫克/千克                 喷雾 
芹菜          增产            20-1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 1次 
葡萄          增产            50-200 毫克/千克                花后 1 周处理果穗 
棉花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点喷、点涂或喷雾 
马铃薯        增产            0.5-1 毫克/千克                 浸薯块 10-30 分钟 
绿肥          增产            10-20 毫克/千克                 喷雾 
花卉          提前开花        700 毫克/千克                   叶面处理涂抹花芽 
柑橘树        果实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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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2016.11.07-2021.11.07 
                                                                           
登记证号 PD86108-4  企业名称 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菌核净  含量 4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菌核净 4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油菜          菌核病          600-9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200-1500 克/公顷               喷雾 
烟草          赤星病          1125-2025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7.03.12-2022.03.12 
                                                                           
登记证号 PD86126  企业名称 昆明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扑草净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扑草净 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甘蔗田        阔叶杂草        750-1125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水稻本田      阔叶杂草        150-900 克/公顷                 撒毒土 
苎麻          阔叶杂草        750-1125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茶园          阔叶杂草        1875-3000 克/公顷               喷于地表切勿喷至树上 
成年果园      阔叶杂草        1875-3000 克/公顷               喷于地表切勿喷至树上 
苗圃          阔叶杂草        1875-3000 克/公顷               喷于地表切勿喷至树上 
水稻秧田      阔叶杂草        150-900 克/公顷                 撒毒土 
棉花田        阔叶杂草        750-1125 克/公顷                播后苗前土壤喷雾 
花生田        阔叶杂草        750-1125 克/公顷                喷雾 
谷子田        阔叶杂草        375 克/公顷                     喷雾 
大豆田        阔叶杂草        750-1125 克/公顷                喷雾 
麦田          阔叶杂草        450-7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1.22-2021.11.22 
                                                                           
登记证号 PD86145-2  企业名称 安徽生力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磷化铝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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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     磷化铝 90%、8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粮食          储粮害虫        6-20 克/吨                      密闭熏蒸 
洞穴          室外啮齿动物    根据洞穴大小而定               密闭熏蒸 
空间          多种害虫        2-8 克/立方米                   密闭熏蒸 
货物          仓储害虫        10-20 克/吨                     密闭熏蒸 
种子          储粮害虫        6-20 克/吨                      密闭熏蒸 
有效期 2016.09.19-2021.09.19 
                                                                           
登记证号 PD86148-55  企业名称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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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7.31-2021.07.31 
                                                                           
登记证号 PD86148-66  企业名称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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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虱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叶蝉            450-60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12.05-2021.12.05 
                                                                           
登记证号 PD86148-7  企业名称 赣州卫农农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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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23-2021.10.23 
                                                                           
登记证号 PD86175-6  企业名称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酰甲胺磷  含量 97%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97% 
有效期 2017.02.07-2022.02.07 
                                                                           
登记证号 PD91106-12  企业名称 山东邹平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70%,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硫菌灵 70%,5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水稻          稻瘟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水稻          纹枯病          1050-1500 克/公顷               喷雾 
瓜类          白粉病          337.5-506.25 克/公顷            喷雾 
梨树          黑星病          360-450 毫克/千克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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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薯          黑斑病          360-450 毫克/千克               浸薯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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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赤霉病          750-1050 克/公顷                喷雾 
有效期 2016.03.28-2021.03.28 
                                                                           
登记证号 WL20140031  企业名称 广东省佛山市盈辉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蚁饵剂  含量 0.55%  剂型 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虫胺 0.5%、氟虫腈 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红火蚁              /                          撒施 
有效期 2016.11.27-2017.11.27 
                                                                           
登记证号 WL20150003  企业名称 美国庄臣公司 
产品名称 杀蚊烟片  含量 0.45%  剂型 烟片  毒性 低毒 
配比     四氟苯菊酯 0.4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6.03.24-2017.03.24 
                                                                           
登记证号 WL20150013  企业名称 江西生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胶饵  含量 0.05%  剂型 胶饵  毒性 微毒 
配比     呋虫胺 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6.07.30-2017.07.30 
                                                                           
登记证号 WL20150017  企业名称 南通联农佳田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嘧啶磷  含量 30%  剂型 微囊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嘧啶磷 30%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3 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6.12.16-2017.12.16 
                                                                           
登记证号 WP20080055  企业名称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诱虫烯  含量 90%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诱虫烯 90% 
有效期 2013.03.11-2018.03.11 
                                                                           
登记证号 WP20080081  企业名称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蟑螂病毒  含量 1 亿 PIB/毫升  剂型 原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蟑螂病毒 1 亿 PIB/毫升 
有效期 2013.06.16-2018.06.16 
                                                                           
登记证号 WP20080082  企业名称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6000PIB/克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蟑螂病毒 6000PIB/克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3.06.16-2018.06.16 
                                                                           
登记证号 WP20080527  企业名称 江苏省南通功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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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顺式氯氰菊酯  含量 100g/L  剂型 悬浮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顺式氯氰菊酯 100 克/升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跳蚤            15-25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卫生          蚊、蝇、蜚蠊    20-30 毫克/平方米（玻璃与漆木板面）；20-40毫克/平方米（白

灰板面与水泥板面）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3.12.23-2018.12.23 
                                                                           
登记证号 WP20090208  企业名称 上海三樱扑雷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防蛀防霉片剂  含量 99.5%  剂型 片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对二氯苯 99.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霉菌            40 克制剂/立方米                投放 
卫生          黑皮蠹          40 克制剂/立方米                投放 
有效期 2014.03.27-2019.03.27 
                                                                           
登记证号 WP20100138  企业名称 江苏省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菊酯  含量 38%  剂型 乳油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菊酯 3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吸收表面（织物面料）1250 毫克/平方米； 

半吸收表面 100 毫克/平方米； 

吸收表面 75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卫生          蝇              吸收表面（织物面料）1250 毫克/平方米； 

半吸收表面 100 毫克/平方米； 

吸收表面 75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5.11.03-2020.11.03 
                                                                           
登记证号 WP20110018  企业名称 江苏省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氯菊酯  含量 38.4%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氯菊酯 38.4% 
有效期 2016.01.21-2021.01.21 
                                                                           
登记证号 WP20110062  企业名称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五凌消杀药厂 
产品名称 杀蟑饵粒  含量 3.1%  剂型 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3.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6.03.03-2021.03.03 
                                                                           
登记证号 WP20110239  企业名称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粉剂  含量 0.3%  剂型 粉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氟氯氰菊酯 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蜚蠊            3 克制剂/平方米                 撒布 
有效期 2016.10.18-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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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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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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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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证号 WP20110271  企业名称 浙江迪乐化学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粒  含量 1%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乙酰甲胺磷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0.5 克/平方米                   投放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WP20110272  企业名称 湖北康欣农用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  含量 7000ITU/毫克  剂型 原药  毒性 微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 7000ITU/毫克 
有效期 2016.12.29-2021.12.29 
                                                                           
登记证号 WP20120011  企业名称 黑猫神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气雾剂  含量 0.2%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氰菊酯 0.1%、炔咪菊酯 0.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喷雾 
有效期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WP20120012  企业名称 浙江李字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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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29-2022.01.29 
                                                                           
登记证号 WP201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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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热蚊香片  含量 47 毫克/片  剂型 电热蚊香片  毒性 微毒 
配比     富右旋反式炔丙菊酯 12 毫克/片、右旋烯丙菊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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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30-2022.01.30 
                                                                           
登记证号 WP20120025  企业名称 广东省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饵剂  含量 0.2%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毒死蜱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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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09-2022.02.09 
                                                                           
登记证号 WP20120026  企业名称 江苏梦达日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驱蚊液  含量 7%  剂型 驱蚊液  毒性 微毒 
配比     避蚊胺 7%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涂抹 
有效期 2017.02.14-2022.02.14 
                                                                           
登记证号 WP20120027  企业名称 江门市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烯丙·氯菊  含量 8.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 0.5%、氯菊酯 8%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1)80 毫克/平方米；            1)滞留喷洒； 

2)稀释 20 倍                  2)超低容量喷雾 
卫生          蝇              80 毫克/平方米                  滞留喷洒 
有效期 2017.02.15-2022.02.15 
                                                                           
登记证号 WP20120034  企业名称 江苏省苏州市江枫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联苯菊酯 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土壤          白蚁            2.5-3.75 克/平方米              喷洒 
木材          白蚁            250-625 毫克/千克               浸泡 
有效期 2017.02.24-2022.02.24 
                                                                           
登记证号 WP20120040  企业名称 北京市隆华新业卫生杀虫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蟑胶饵  含量 0.05%  剂型 胶饵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虫腈 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蜚蠊                /                          投放 
有效期 2017.03.12-2022.03.12 
                                                                           
登记证号 WP20120043  企业名称 重庆榄菊实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蚊香  含量 0.05%  剂型 蚊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氯氟醚菊酯 0.0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7.03.14-2022.03.14 
                                                                           
登记证号 WP20120117  企业名称 晋江市剑豹日用品商贸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蚊香  含量 0.3%  剂型 蚊香  毒性 微毒 
配比     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 0.3%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蚊                  /                          点燃 
有效期 2012.06.15-2017.06.15 
                                                                           
登记证号 WP20140144  企业名称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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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甲基吡噁磷  含量 1%  剂型 饵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甲基吡噁磷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蝇                  /                          投放 
有效期 2014.06.17-2019.06.17 
                                                                           
登记证号 WP20140213  企业名称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虫气雾剂  含量 0.36%  剂型 气雾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胺菊酯 0.2%、氯菊酯 0.16%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室内          蚊                  /                          喷雾 
有效期 2014.09.28-2019.09.28 
                                                                           
登记证号 WP20140238  企业名称 武汉市拜乐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杀蚁饵剂  含量 1%  剂型 饵剂  毒性 微毒 
配比     氟蚁腙 1%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卫生          红火蚁          15-20 克制剂/巢                 投放 
室内          蚂蚁                /                          投放 
室外          蚂蚁                /                          投放 
有效期 2014.11.15-2019.11.15 
                                                                           
登记证号 WP20150017  企业名称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联苯菊酯  含量 2.5%  剂型 水乳剂  毒性 低毒 
配比     联苯菊酯 2.5% 
作物          防治对象            用药量                     施用方法 
木材          白蚁            500 毫克/千克                   浸泡或涂刷 
土壤          白蚁            4-5 克/平方米                   喷洒 
有效期 2015.01.15-2020.01.15 
                                                                           
登记证号 WP20150201  企业名称 湖北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苏云金杆菌  含量 7000ITU/毫克  剂型 母药  毒性 低毒 
配比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 7000ITU/毫克 
有效期 2015.09.23-20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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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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20150048F150079 
分装企业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拜耳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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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20150115F150076 
分装企业     江苏省农垦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安道麦马克西姆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嘧菌酯  含量 29%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LS20160042F160085 
分装企业     江苏艾津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唑虫酰胺  含量 30%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LS20160227F16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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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唑·氰氟  含量 10%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LS20160242F160084 
分装企业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氟环·咯菌腈  含量 8%  剂型 种子处理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PD141-91-F02-0003 
分装企业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氟啶脲  含量 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登记证号     PD20050145F030010 
分装企业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噻唑膦  含量 10%  剂型 颗粒剂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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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50191-F02-0045 
分装企业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氰霜唑  含量 1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06-2017.12.06 
                                                                           
登记证号     PD20050216F1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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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戊唑醇  含量 43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09.24-2017.09.24 
                                                                           
登记证号     PD20060068F15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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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20060147F03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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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唑酯·炔螨特  含量 13%  剂型 水乳剂 
有效期 2016.11.16-2017.11.16 
                                                                           
登记证号     PD20060158F1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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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默赛技术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2.07-2017.12.07 
                                                                           
登记证号     PD20070111F04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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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氟·唑嘧胺  含量 58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21-2017.12.21 
                                                                           
登记证号     PD20070344F0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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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虱螨脲  含量 50 克/升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7.01.03-2018.01.03 
                                                                           
登记证号     PD20070366F16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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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菌唑  含量 25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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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号     PD20070414F03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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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宝叶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0.27-2017.10.27 
                                                                           
登记证号     PD20070611F150007 
分装企业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丙炔噁草酮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7.01.13-2018.01.13 
                                                                           
登记证号     PD20080180F040028 
分装企业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氟啶胺  含量 5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7.01.03-2018.01.03 
                                                                           
登记证号     PD20080870F050045 
分装企业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兴农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2.01-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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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耳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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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20082211F021054 
分装企业     山东省青岛好利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宁夏裕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     霜脲·锰锌  含量 72%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7.01.27-2018.01.27 
                                                                           
登记证号     PD20083328F15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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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菌丹  含量 450 克/升  剂型 悬浮种衣剂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PD20084982F090098 
分装企业     山东海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陕西亿农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腐霉利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08.14-2017.08.14 
                                                                           
登记证号     PD20092501F05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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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企业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兴农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丙森锌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09.08-2017.06.10 
                                                                           
登记证号     PD20093924F0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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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蝇胺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7.01.06-2018.01.06 
                                                                           
登记证号     PD20095400F0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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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菌腈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7.01.15-2018.01.15 
                                                                           
登记证号     PD20095697F150080 
分装企业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墨西哥英吉利工业公司 
产品名称     氢氧化铜  含量 77%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0.20-2017.10.20 
                                                                           
登记证号     PD20096069F160080 
分装企业     山东省乳山韩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法国道达尔流体公司 
产品名称     矿物油  含量 97%  剂型 乳油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PD20096813F090134 
分装企业     广东省佛山市盈辉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德国阿格福莱农林环境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赤·吲乙·芸苔  含量 0.136%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1.12-2017.11.12 
                                                                           
登记证号     PD20100327F030360 
分装企业     广东德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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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31-2017.12.31 
                                                                           
登记证号     PD20101017F15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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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醚菌·啶酰菌  含量 300 克/升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PD20110246F160082 
分装企业     上海绿泽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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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登记证企业 江苏省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苯·唑·2 甲钠  含量 5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1.21-2017.11.21 
                                                                           
登记证号     PD20130218F130072 
分装企业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印度联合磷化物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乙酰甲胺磷  含量 97%  剂型 水分散粒剂 
有效期 2016.12.13-2017.12.13 
                                                                           
登记证号     PD20130675F130068 
分装企业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印度联合磷化物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多·锰锌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2.10-2017.12.10 
                                                                           
登记证号     PD20142264F1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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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烯酰·唑嘧菌  含量 47%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PD20151500F15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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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产品名称     腐霉利  含量 43%  剂型 悬浮剂 
有效期 2016.12.18-2017.12.18 
                                                                           
登记证号     PD266-99-F00-0141 
分装企业     山东省绿士农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美国仙农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代森锰锌  含量 8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2.22-2017.12.22 
                                                                           
登记证号     PD361-2001F13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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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精噁唑禾草灵  含量 69 克/升  剂型 水乳剂 
有效期 2016.10.10-201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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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耳股份公司 
产品名称     吡虫啉  含量 200 克/升  剂型 可溶液剂 
有效期 2016.11.20-2017.11.20 
                                                                           
登记证号     PD6-85F06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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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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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三环唑  含量 75%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12.26-2017.12.26 
                                                                           
登记证号     PD85122-15F020906 
分装企业     山东省青岛好利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福美双  含量 5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6.09.24-2017.09.24 
                                                                           
登记证号     PD91106-14F020876 
分装企业     江西中迅农化有限公司 
原登记证企业 江西省海利贵溪化工农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甲基硫菌灵  含量 70%  剂型 可湿性粉剂 
有效期 2015.08.16-2016.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