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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农药管理现状与对策

王健生，陈传翔

（南京市植保植检站，南京 210036）

摘要：农药管理工作事关粮食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述了南京市农药管

理工作基本情况，总结梳理了南京市农药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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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sticide Management in Nanjing
Wang Jian-sheng, Chen Chuan-xiang

(Plant Prot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tion of Nanjing, Nanjing 210036)

Abstract: Pesticide management is related to food security produ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quality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hortcoming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of Nanjing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pesticide management in Nanjing was summarized. Finally, four proposals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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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药生产、经营

和使用与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农业生产稳定发

展息息相关。但是，农药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分依赖

化学农药，以及农药的不科学使用等也带来了农业

面源污染、生态环境破坏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一系

列问题[1-2]。加强农药管理，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意义重大。
自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新《农药管理条例》

以来，南京市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协调、主
动作为，农药管理工作稳步推进。但农药管理工作

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并加

以解决。

1 农药使用管理现状

1.1 农药管理情况

南京市共11个市辖区和1个国家级新区江北新

区，涉农区8个，耕地面积23.6万hm2左右。全市大小

农药经营门店800余家，多集中于涉农区。农药贸易

公司130余家，多集中于主城区。从事农药定点生产

的企业共计22家，其中原药生产厂家6家，复配、加
工厂家14家，卫生用药2家，全部集中于江北新区和

六合区。
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进

行一体化监督管理，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具体承担鼓

楼区、玄武区、秦淮区3个主城区的农药经营许可和

监督管理工作，其他各区属地管理，负责相应各区

的农药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等工作。

1.2 农药使用情况

近年来南京市区农业部门积极推进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农药减量控害工作，化学农药使用量近几

年连续下降，2015年全市农药使用量1 698吨，2016
年1 660吨，2017年下降到1 546吨。

农药品种结构方面，除草剂是南京市第一大使

用的农药类别。2017年南京市农药使用量中，除草

剂、杀虫剂和杀菌剂所占比例分别为40.0%、34.8%、
23.8%。农药主要使用品种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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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工作措施

2.1 落实农药管理职责

积极落实新《农药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要求，

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协调配合，明确过渡时期工作任

务和职能分工，确保农药管理工作有序推进。2018
年3月，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处增挂农药管理处

牌子，负责牵头履行农药管理工作职责。南京市植

保植检站承担具体技术性、事务性工作，市行政审

批处负责农药经营许可窗口运行和办理，市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承担农药经营单位的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和农药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等工作。各区也

明确了牵头部门，相继成立了由农业科、执法大队、
植保站等单位组成的农药管理办公室或领导小组。
2.2 广泛宣传《农药管理条例》

加强与宣传部门、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的沟通

协调，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通过电视、报
纸、网站、短信平台、社区宣传栏、横幅等多种方式，

利用“水稻种子检疫”“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病虫

害绿色防控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周”“农业

科技下乡”等多种载体，加强《农药管理条例》以及

配套规章的宣传。在南京日报、金陵农网等媒体上

发布“关于农药经营许可证申领事项的公告”，宣传

告知农药经营许可证办理要求和联系方式。据统

计，全市共开展各类宣传活动60余次，出动执法和

科技人员400人次，参与群众2 000多人次，悬挂横幅

标语20条，发放新修订《农药管理条 例》《禁用农

药知识挂图》《致农民购买农资提醒一封信》《病

虫害绿色防控宣传手册》《致广大蔬菜生产者一封

信》等宣传资料12 000份（个、张）。
2.3 规范农药经营许可

为确保农药经营单位的经营人员符合申请农

药经营许可法定条件，2018年3月21～23日、27～30
日，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城区农药经营户80余

人，开展农药经营人员培训。培训班针对农药经营

许可证办理事项、农药管理法律法规、植保基础知

识、农药安全使用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程进

行了共计56个学时的集中脱产培训学习。培训全面

提高了农药经营人员素质，对规范农药经营秩序，

全面贯彻落实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制度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区也相继开展了农

药经营许可培训。据统计，市区共计培训15场次，培

训经营人员822人，发放培训证明779个。同时加强

审核、尽快颁证。对农药经营主体提交的申请材料，

严格按照农药条例和经营许可办法的要求，逐条逐

项审核把关，发现错漏及时完善。在实地核查过程

中，农药管理处联合植保植检站和外请专家组成联

合核查组，逐项认真督查，着重从从业资质、管理制

度、安全设施等方面严格把控。针对南京市农药进

出口贸易企业多（占江苏省近40%）、认识存在偏差

（认为经营许可部分办证条件对外贸企业不适用）

的实际情况，市农业农村局耐心宣传政策，强化为

企业服务理念。为加快颁证进度，坚持边审核文本、
边现场核查、边印证领证，确保符合条件的尽快颁

证，不符合条件的说明原因，取得申请人充分理解

与支持。
2.4 深入推进农药减量

2015年初，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计划[3-4]；2017年初，南京市委市政

府全面开展“两减六治三提升”行动，将“到2020年

确保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纳入考核目标[5]。为此，南

京市农业部门通过抓好监测预警、统防统治、绿色

防控和植物检疫等关键措施落实，深入开展农药使

用环节技术服务，实现了农药减量控害[6]。2017年全

市发布测报预警信息70余期，全年迁飞性害虫的中

长期预测预报准确率在90%以上。主要农作物病虫

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25.83万hm2次，统防统治覆

盖率达64%。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面积113.15

农药种类 农药品种

杀虫剂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辛硫磷、二嗪磷、丙溴磷、乐果、敌敌畏、三唑磷、敌百虫、杀螟硫磷、磷化铝、高效氯氰菊酯、高效氯氟氰

菊酯、联苯菊酯、溴氰菊酯、甲氰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茚虫威、异丙威、丁硫克百威、甲萘威、混灭威、吡蚜酮、阿维菌素、
噻嗪酮、杀虫双、烯啶虫胺、吡虫啉、杀虫单、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丁虫腈、噻虫嗪、虫螨腈、啶虫脒、甲氧虫酰肼等

杀菌剂
稻瘟灵、三环唑、多菌灵、三唑酮、井冈霉素、咪鲜胺、腐霉利、福美双等硫代氨基甲酸盐类杀菌剂、甲基硫菌灵、百菌清、春雷

霉素、丙环唑、戊唑醇、苯醚甲环唑、丙硫唑等

杀螨剂 哒螨灵、炔螨特、石硫合剂等

除草剂
草甘膦、氰氟草酯、丙草胺、2 甲 4 氯、丁草胺、乙草胺、氯氟吡氧乙酸、精喹禾灵、异丙隆、苄嘧磺隆、氟吡甲禾灵、二氯喹啉

酸、精吡氟禾草灵、灭草松、精 唑禾草灵、苯磺隆、吡嘧磺隆、百草枯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 乙烯利、甲派 、多效唑、赤霉酸等

表 1 南京市农药主要使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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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hm2次，使用面积占比86.76%。

3 存在问题

3.1 农药管理机构、职能划分不统一

目前各区农药管理分属植保站、执法大队、农
业科等个别单位人手少、业务工作量大，对新增农

药管理工作力不从心。
3.2 农药经营者条件不完备

新《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药经营要有与其经

营农药相适应的人员、设备、营业场所、仓储条件、
安全防护措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措施，这些条件

对于农村的个体经营者很难满足，受文化水平和使

用习惯限制，农药经营许可强制要求配备的可追溯

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
存、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在实际应用

中也不能完全落实。同时，农村大部分农药经营从

业人员年纪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尽管经营者近几

年都接受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相关培训和系

统学习，但其农药基础知识和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掌

握仍然薄弱，受利益驱动，乱开方、搭售现象普遍。
3.3 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难

一方面农民环保意识淡薄，大部分使用后的空

农药瓶、农药塑料包装袋被随意丢弃。另一方面，包

装废弃物的处理缺少有效的途径。究其原因，一是

目前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家庭农户为主，小包装农药

占比较大，增加了回收的难度；二是农药包装规格

种类繁多，包装规格、材质各不相同，包装多为难降

解的塑料瓶、铝箔袋，资源化利用价值低，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处理有难度。

4 建议对策

4.1 加强各级农药管理机构建设

新修订《农药管理条例》在农药管理体制上有

重大突破和创新，各级农业部门被赋予新的职责，管

理面更广，责任更重。因此，各级农业部门有必要尽快

加强相应的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主动向编办汇报，

增加机构和行政、事业编制，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加

强技术力量。农药行政管理单位、农药行政许可单

位、农业执法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明确权力责任

清单，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新条例的贯彻落实。

4.2 加强农药市场监管

加强农药经营许可管理，严格准入条件，要求

每个经营门店都要配备相应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指

导农民科学选药购药。强化农药市场监督管理，规

范农药经营行为，对农药经营门店进行全面整治，

对无照经营及不符合经营资质要求的门店，坚决依

法取缔。完善监督抽查制度，依法开展农药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组织开

展所辖范围内农药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建立企业

诚信档案。依法惩处违法行为，对核实为假劣农药

的生产、经营者依法严肃处理。
4.3 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

强化政策带动，制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及其

处置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部门的监管责

任和企业的主体职责。探索以市场为基础的长效机

制，开展农药废弃包装物有偿回收，如“定点回收、
分类整理、集中处理”的运行模式，农药生产企业或

经销商按农药瓶、农药袋、农药针剂等分类别、价格

进行回收，财政对此给予经济补贴。回收之后，将包

装物统一运输到相关农药废弃包装物集散中心，再

进行统一无害化处理。
4.4 推进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

全面开展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专业

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相融合，示范推广农业生态

控害措施、理化诱控技术、人工天敌使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推广等绿色防控措施，推进农药用量持

续下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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