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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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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而农药企业又是提供农药产品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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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环保压力增

大，农药行业壁垒提高，农药行业的兼并整合活动频繁发生。 龙头企业正通过并购整合加速成长，
而小企业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研究并购活动对农药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本
文使用我国沪深两市四十多家农药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资料和财务数据，梳理了近年来农药企业
的并购重组情况，对比分析了各企业的财务绩效，研究了并购对绩效的影响，并就农药企业未来的
发展给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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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Pesticide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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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sticide is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material in agriculture, while pesticide enterprise is the source of
providing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sure has increased and barriers in the
pesticide industry have increased. M&A activities in the pesticide industry occur frequently, leading companies are
accelerating their growth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ut small companies are facing the risk of exiting the market.
This paper uses the M&A and financial data of more than 40 pesticid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to sort
out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pesticide companies,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various
companies, and studies the impact of M&A on performanc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give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esticid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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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与农资投入难以形成正
比，国家对农资行业监管要求的提高和化肥农药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的实施，使农化行业迎来了新一轮
的挑战，
企业面临着生存的压力。然而，
农药行业的
普遍不景气也是一个契机，这将加快市场优胜劣汰
进程，行业兼并重组、优势资源集中、产业布局变革
将会成为发展新主线。短期看，企业间的兼并整合
将带来市场竞争加剧，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合并重
组以后，企业能够掌握更优质的资源，对经营管理
的要求越来越高，行业的规范性也会越来越完善，

实际上对农药企业、从业者和农户来说都会是一个
利好。
当前国际上已形成少数综合性大公司垄断的
局面，发展势头强劲；国内已发布的相关政策显示，
相关部门正在逐步加强对行业重组的引导，包括鼓
励优势农药企业做大做强，通过联营、兼并、重组等
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
药行业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产业集中度
较低、企业规模较小、科技创新能力弱、技术装备水
平低等问题，同时因为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和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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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日益严格，农药生产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预期未来我国农药行业将迎来一次重大的发展
机遇，而兼并整合、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无疑将是需
要重视的关键词。
2017年6月，原农业部在《关于加强管理促进农
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通过加强农业
产业调控，制定政策，积极培育大企业集团，支持企
业采取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提升质量
效益。此外，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曾在其发布的《农药
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鼓励通过兼
并、重组、股份制改造等，实现企业大型化。未来农
药原药生产将进一步集中，到2020年，农药原药企
业数量减少30%，国内排名前20位的农药企业的销
售额达到全国总销售额的70%以上。
因此，农药企业之间的兼并整合其实是整个行
业受到挑战的必然结果，未来并购整合将成为我国
农药企业的发展新趋势。笔者使用沪深两市四十多
家农药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和财务数据，分析了我
国农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现状，构建了综合财务绩
效指标，通过对比分析企业绩效的波动和并购重组
事件发生的时点，探究我国农药上市公司的并购重
组行为是否提高了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农
药企业兼并整合提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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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现状

2018年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进入
整合期的中国农药行业在产能收缩、供应偏紧的背
景下，
实现了行情走势上扬。2019年，
国内外农药行
业兼并整合的案例依旧如火如荼。从行业发展来看，
集约化、规模化是农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环保压力的加大，我国农
药行业也进入了新一轮整合期，未来农药原药生产
将进一步集中。企业资产重组活动所包括的范围很
广，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对存量资产进行调节和重新
组合都属于资产重组的范畴。上市公司发生的重组形
式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且由于研究目的或是对概念
理解的不同，我国对资产重组的分类并未达成完全
一致的意见。国内一般约定俗成的分类办法是将资
产重组分为股权转让、收购兼并、资产剥离或所拥
有股权的出售、
资产置换以及其他类型的资产重组。
本文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
基本信息、行业分类标准等数据，按2012版的证监
会行业分类代码，筛选出“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中细分行业为“化学农药制造业”、经营范围为农药

行业的上市公司，然后与并购重组数据库的交易信
息总表合并，汇总结果见表1，总共有49家农药上市
公司共参与了998件并购重组事件，几乎每家企业
都参与了并购重组活动，其中，交易已经成功的有
694件。2017、2018、2019年公告的交易事件最多，分
别有218、223、232件，完成的事件也最多，数量分别
为142、155、197件，因此，过去3年是农药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高峰期。
表1
公司简称

我国农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情况
事件数

九九久

115（102）

公司简称
江山股份

事件数
15（11）

福建三农

111（14）

威远生化

14（11）

中旗股份

47（47）

雅本化学

13（12）

山东农药

45（39）

万昌科技

12（7）

诺普信

36（28）

华星化工

12（8）

辉丰股份

36（29）

ST 国发

11（6）

升华拜克

35（25）

藏格控股

11（8）

利民股份

34（33）

钱江生化

10（7）

永太科技

34（31）

蓝丰生化

9（5）

民丰农化

26（10）

沙隆达A

9（4）

华邦颖泰

26（16）

广州浪奇

7（3）

红太阳

23（19）

海利尔

6（3）

华阳科技

23（20）

湖南海利

6（4）

金路集团

22（11）

青岛碱业

6（6）

新安股份

22（11）

南化股份

6（3）

利尔化学

21（17）

长青股份

5（5）

富邦股份

21（19）

扬农化工

5（2）

云图控股

21（10）

丰山集团

5（5）

天马精化

19（12）

国光股份

4（3）

和邦生物

19（18）

七彩化学

4（4）

中化国际

18（2）

民族化工

3（1）

广信股份

17（17）

中欣氟材

3（3）

滨化股份

17（17）

六国化工

1（0）

醋化股份

16（15）

新农股份

1（0）

巨化股份

16（11）

注：事件数包含上市公司2015—2019年参与的全部并购重组活
动，
括号内为成功达成的交易数量。

就并购特点来看，近年来农药上市公司的并购
主要为业务相近的横向并购。例如，2018年10月，江
山股份第一大股东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与民营农化企业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这也是为数不
多的民企接手央企股权的案例；2018年10月，利民
股份公告称，利民股份、欣荣投资及经双方同意的
其他第三方准备筹划采用现金方式收购新奥股份
持有的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河北威远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2019年，全球农化圈再次掀起兼并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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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9月，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哈
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67%的股权；10月，四川
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重庆双丰
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依尔双丰100%股权；
11月，安
道麦与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在合资公司的框架内，安道麦将收购江苏辉
丰旗下的上海迪拜植保有限公司50%股权；12月，安
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安徽海华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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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绩效的影响

为探究农药企业间的频繁并购对绩效的影响，
有必要分析企业的兼并重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
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
按照并购产生的效果来对并购绩效做出评价。并购
的财务绩效是否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可以依据并
购交易完成后，并购方是否实现了并购动因的情况
来衡量。鉴于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争议较大，通过
对重组公司长期观察，进行绩效评价以及多角度考
察事件影响的分析方法更为科学。笔者通过选取一
定的财务指标，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用事件发
生前后的指标变化来评价事件的影响，包括对其他
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2.1

农药上市公司绩效评估方法

一个企业的绩效通过业绩和效率来体现，其中
业绩主要通过收益水平来体现，效率则体现在盈
利、营运、发展等各个方面。绩效可以反映出一个组
织经营目标的实现程度，是公司经营业绩与经营效
率的衡量指标。财务绩效是绩效的一个方面，是指
一定经营期间的财务经营收益水平，能够全面反映
企业股东权益报酬率的组成、资产管理营运效果以
及资本结构等。企业绩效评价是企业组织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管理需求，企业绩效一直都是国内外各行
各界、咨询机构以及企业关心的焦点问题。
中国加入WTO之后，农药产品、农产品以及食
品等逐步走向国际，生产者和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
的市场竞争 [1]，农药企业也将更加注重企业绩效的
研究。国内学者对并购重组中主并公司绩效的评估
有采取单一指标的，如张辉锋等 [2]采用经营现金流
来评估；也有采用多个财务绩效指标的，如李善民
等[3]采用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绩效。
冯根福等[4]以财务指标为基础建立了综合评价方法
来衡量企业业绩变动。此外，
吴育平[5]选取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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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净资产收益率等4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
立指标分析体系，考察企业并购3年后的业绩情况。
笔者利用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中国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数据库筛选并分析了中国农药上市公司
的财务绩效，主要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
力、发展能力及现金流能力5个方面选取了12个指
标来评价农药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每个财务指标
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绩效信息，具体测度
方法如表2所示。其中，盈利能力指标中，净资产收
益率是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及经营管理水平的
核心指标。笔者使用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因为上市
公司在1年当中，可能会由于发行新股融资等因素，
导致净资产突然增加，难以客观地反映上市公司当
年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是用来衡量上市公司总
资产创造出多少净利润的指标，反映上市公司的竞
争力、发展能力、综合经营管理能力，在资产总额不
变的情况下可以判断企业盈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主营业务利润率又称基础业务利润（产品销售
利润），了解该指标有利于把握公司的盈利能力。营
运能力指标中，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了公司资产的营
运能力，是评价企业全部资产的经营质量和利用效
率的重要指标，周转率越大，说明总资产周转越快，
销售能力越强，营运能力也就越强；股东权益周转
率反映了公司运用所有制的资产的效率，该比率越
高，表明所有者资产的运用效率越高，营运能力越
强。偿债能力指标中，流动比率反映了公司的短期
偿债能力，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
强，短期偿债能力亦越强；股东权益负债比率越大
表明公司自有资本越雄厚，负债总额相对越小，债
权人的债权越有保障。发展能力指标中，资本保值
增值率反映了企业资本的运营效益与安全状况，用
于评价企业的发展能力，衡量了企业资本的保全和
增值情况，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资本保全状况越好，
所有者权益增长越快，企业发展后劲越强；总资产
增长率反映了公司本期资产规模的增长情况，发展
性和成长性较好的公司一般都能保持资产的稳定
增长；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可以用来衡量公司的产
品生命周期，判断公司发展所处的阶段。一般地说，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超过10%，
说明公司产品处于成
长期，将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在5%～10%之间，说明公司产品已进入稳定
期；如果该比率低于5%，说明公司产品已进入衰退
期，保持市场份额已经很困难，若没有已开发好的
新产品，
将步入衰落。现金流能力指标中，
现金流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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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比率反映流动负债所能得到的现金保障程度，比
率越大，说明企业短期偿债、获取现金的能力越强；
表2
指标类型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可评价每元资产获取现金的
能力，反映了企业运用全部资产获取现金的能力。

并购重组绩效评价财务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偿债能力

发展能力

现金流能力

指标测度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平均总资产

股东权益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股东权益

流动比率

期末流动资产/期末流动负债

股东权益负债比率

股东权益总额/负债总额

资本保值增值率

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

总资产增长率

报告期总资产/基期总资产－１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基期主营业务收入－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平均总资产

考虑到每个财务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公司
的绩效信息，为简化研究过程，可使用因子分析法
从多个指标中提取公共因子，计算每个因子的得
分，再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方差贡献率
的比重为权重，与该因子的得分乘积的最后求和来
构造上市公司的绩效综合得分。这种对指标体系的
精简处理，可建立一个客观性较强的指标体系对上
市公司资产重组前后的综合绩效变化进行度量。
根据2014—2019各年综合绩效得分模型分别
计算出2014—2019年共6年的综合绩效得分。因子
分析过程如下：首先，根据相关检验结果判断因子
分析的适用性，各年KMO值均大于0.6，表明这些财
务指标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各年巴特利特球度
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均比较大，相应的概率P值接
近0，因此原有变量较为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提
表3
序号

公司简称

1

扬农化工

取因子变量，利用SPSS软件对财务指标进行因子提
取，得到经标准化后的各项财务指标的特征值和贡
献率。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当提取公共因子对
原有变量总方差的解释都超过了80%时，说明公共
因子可解释变量的绝大部信息，公共因子的提取是
较为合适的；最后，计算因子得分和综合财务绩效
得分，运用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因子得分
系数矩阵，并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和原始财务指
标标准化后的值计算综合绩效得分。这个综合得分
反映了企业在上述5个财务指标的综合绩效。

2.2 农药上市公司综合绩效与并购重组情况
表3报告了2019年度综合绩效前10强的农药上
市公司在2014—2019年的综合绩效得分。下面对特
定企业的综合绩效变动与并购重组活动进行详细
分析。

农药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前 10 强
综合绩效得分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0.82

0.10

－0.59

－0.12

－0.14

1.80

2

福建三农

1.03

1.02

2.18

0.05

1.18

1.51

3

万昌科技

－1.55

0.56

0.52

2.09

1.07

1.39

4

威远生化

0.50

0.43

0.76

0.51

0.62

0.59

5

华邦颖泰

1.14

－0.01

0.28

－0.28

0.99

0.53

6

诺普信

0.71

0.04

－0.78

－0.23

－0.28

0.22

7

藏格控股

－0.55

－0.07

0.90

0.80

0.72

0.12

8

国光股份

0.41

0.81

－0.34

0.36

0.05

0.12

9

广信股份

－0.09

－0.08

－0.17

－0.10

－0.11

0.11

10

九九久

－0.36

0.00

1.86

0.22

0.89

0.09

（1）扬农化工（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内原药龙头，其综合绩效在2016—2018年间不断

走低，但于2019年达到最高。该公司参与的5件并购
重组事件中有2件成功达成：① 2018年对中化国际

2020 年 10 月

曹杨，等：我国农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持有的中化作物（中化作物保护品有限公司）100%
股权和农研公司（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收购，其中，中化作物是一家销售渠
道丰富的企业，而农研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农药
研发单位，既有创制农药开发实力也具备非专利农
药生产技术开发能力。此次并购为扬农制剂布局奠
定良好基础，为现有的研发体系提供强大支持；②
2018年控股子公司优嘉公司对南通宝叶化工有限
公司100%股权的收购。这两次并购有利于扬农化工
整合农药业务核心资产，形成研、产、销一体化的更
为完善的产业链，产品种类更加齐全，有利于通过
研发资源和销售网络的有效整合以及产品、客户的
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扩大市场份额，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两次成
功的并购重组活动加速了扬农从一家原药企业向
全方位发展的农化巨头转变，使得综合绩效得分由
连续3年的负值增至1.80，跃居农药企业综合绩效第
一的位置。
（2）福建三农（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综合绩效得分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偏高的水平，其
参与的111件并购重组活动当中仅14件成功达成，
其中，2015年开展的活动主要围绕员工持股计划，
对绩效的影响不大；2016年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
资源，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收购了长泰永隆置业、福建乐统各70%的股权；
2017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受让了闽清维鑫、闽清天宇合计持有的福
建中设100%股权；2017年10月，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江苏泰禾锦润置业有限公司受让翔峰置业、中加置
业100%股权。该公司的多次并购重组活动都是对房
地产的投资，
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综合绩效。
（3）万昌科技（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4—2016年间的综合业绩较差，2017年开始处于
较高水平，其参与的12件并购重组活动当中有7件
成功达成，其中，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是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核心骨
干企业，2015年6月由原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强强联合与重大资产
重组而成；2016年5月为优化组织架构和适应未来
业务发展，公司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山东未名天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子公司合肥北大未名
为加快医药CMO筹建进程及开展生产经营的准备
工作，向陕西中电精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安徽未
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购医药CMO的在建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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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以看出，该公司2017—2019年的综合绩效相
对于2014—2016年有了大幅提升，且后续逐渐推出
了其他兼并项目，将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
（4）威远生化（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农药原药及制剂研发、生产和销售于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3年进行资产重组成
立了农药公司，
农化业务独立运行。该公司在2016—
2019年参与的14件并购重组活动中有11件成功达
成。2016年收购懋邦投资持有的联信创投100%的股
权，联信创投持有澳大利亚上市公司Santos Limited
11.72%股份，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威远生化当
年的综合绩效也有所上升。
（5）华邦颖泰（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在农药
原药领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之一，2013年，华
邦颖泰收购了两家精细化工企业山东福尔股份有
限公司和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整合了农化行业的上下游资源，实现规模成本
效益，并有效丰富现有产品线，在2015—2019年间
进行的26件并购重组活动中有16件成功达成；2015
年9月，其全资二级子公司德国莱茵完成了对莱茵
医院全部有限合伙权益的收购，莱茵医院成为德国
莱茵的全资子公司，11月，公司收购瑞士生物70%的
股权；12月，公司通过收购及增资的方式取得生命
原点不低于30%的股权。该公司主张的“走出去”的
海外并购尤其是针对产业链上下游渠道延伸的纵
向收购是中国农化龙头企业的必然选择。在经历
2015年3起并购重组事件后，华邦颖泰的综合绩效
在2016年有所上升。
通过对上述企业的案例分析可知，综合绩效较
高的农药企业近年来都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并购重
组活动，而且在事件发生的当年或第二年对企业绩
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2.3

长期并购绩效总体实证结果

以2017年发生并购重组活动的企业为研究对
象，对各年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取均值，绘制为折线
图（图1）。由图1可见，发生并购重组活动较多的
2017年财务绩效综合得分处于较低水平，相较于
2016年有所下滑，可认为由于并购活动需要动用巨
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产生资金调用和拆借的情
况，对公司财务绩效有一定负面影响。
并购后的第1年，即2018年财务绩效得分上升
明显；并购活动发生后的第2年，2019年财务绩效得
分出现小幅回落但仍高于并购当期和并购前的水
平。这可认为是并购发生后的协同效应初步体现，

现 代 农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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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必须花费较长时间对内外部公司治理、企业
文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整合与协调。总
体来看，对于农药企业来说，并购对其长期财务绩
效有一定提升作用。

图1

3

财务绩效综合得分均值变化趋势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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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通过兼并重组等方
式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农药企业，控制企业
数量；② 鼓励支持企业创制新药、优化现有配方和
剂型，有效压缩减少登记产品数量，加大替代产品
研发力度，通过行业整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未来那些具备技术
领先、机制合理、经营灵活等特点的企业将成为行
业整合的主导力量；③ 海外并购，尤其是针对产业
链上下游渠道延伸的纵向收购，有利于整合农化行
业的上下游资源，实现规模成本效益，并有效丰富
现有产品线，把公司产业链延伸至下游全球市场产
品开发及登记注册、销售渠道，开启公司农化产业
链海外布局之路；④ 近年来的环保压力迫使不少企
业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应尽快出台更细化的绿
色智能农化企业的行业标准，推动产学研领域在环
境治理与转型升级上能提供技术支持，为鼓励企业
转型升级营造良好氛围和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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茚虫威、麦草畏、异 草酮、溴氰菊酯等 27 种有效成分
将被欧盟延长批准期

!!!!!!!!!!!!!!!!!!!!"

我国农药行业加速并购整合，得益于行业持续
推进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并购整合是公司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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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由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 农药企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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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找准自身定位，满足市场对产品的需求，确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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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出台了一项法规，
要求在2020年10月6日前撤销对苯霜灵的批准。近日，据相关报道显示，
2020年9月15日，
由于重新评估程序，
欧盟将27种农药有效成分的批准期延长1年。
有效期至2021年10月31日的有效成分有：6种除草剂，绿麦隆（chlorotoluron）、异

草酮（clomazone）、氟噻草酮

（flufenacet）、
2甲4氯（MCPA）、
2甲4氯丁酸（MCPB）、
苄草丹（prosulfocarb）；
1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丁酰肼（daminozide）；
1种杀
菌 剂 ，咯 菌 腈（fludioxonil）；2 种 杀 虫 剂 ，溴 氰 菊 酯（deltamethrin）、茚 虫 威（indoxacarb）；1 种 杀 虫 / 杀 螨 剂 ，氯 氰 菊 酯
（cypermethrin）；1 种 杀 线 虫 剂 ，噻 唑 膦（fosthiazate）。 有 效 期 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的 有 效 成 分 为 除 草 剂 三 氟 甲 磺 隆
（tritosulfuron）。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的有效成分有：
10种除草剂，酰嘧磺隆（amidosulfuron）、甲羧除草醚（bifenox）、麦
草畏（dicamba）、吡氟酰草胺（diflufenican）、精

唑禾草灵（fenoxaprop P）、苯锈啶（fenpropidin）、环草啶（lenacil）、烟嘧磺隆

（nicosulfuron）、毒莠定（picloram）、氟胺磺隆（triflusulfuron）；
2种杀虫/杀螨剂，四螨嗪（clofentezine）、
paraffin oils；
1种杀菌
剂，
苯醚甲环唑（difenoconazole）；
1种杀菌/杀螨剂，
硫磺（sulfur）。
据悉，
今年9月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了此次延期提案，
并将在欧盟公报上发布后生效。

（金兰译自《A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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