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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出新政
非法经营将负哪些法律责任

农药百科

如何用
多效唑控桃树旺长

用药小细节 保证大安全

桃树生长速度较快，
尤其是幼小的桃树，长势
更旺，而桃树高产、稳产，
必须具有良好的树形，这
就需要人工对桃树进行
修剪。单单依靠人工不
仅成本高，而且由于技术
水平的不同，容易对树势
造成不良的影响。对桃
树施用多效唑则可以克
服上述缺点。多效唑是
近年来在果树上应用十
分广泛的植物生长延缓
剂和广谱性杀虫剂，是一
种高效低毒的化合物。

施药时间

对旺长桃树，可在春
季花芽膨大期进行土壤
施药，早施早发挥药效，
以控制新梢生长，提高坐
果率。对生长中庸的桃
树，在谢花后新梢旺盛生
长期（新梢生长长20厘
米左右）施药，以控其二
次枝的发生和生长。对
生长中庸偏弱的桃树，可
于 8 月份在树上喷施
500～1000毫克/千克的
多效唑，以提高花芽质
量。施药时应注意，1～
2年生的幼树和生长弱
的树不宜施药。

施药量

施药量主要根据树
龄大小、树势强弱、树冠
大小、品种类别等因素而
确定。旺树、大树应多
施，反之则少施，晚黄金、
黄露等品种的黄肉桃一
般应比上海水蜜、大久保
等品种的南方水蜜桃少
用药10%～20%。第一
次施药，每平方米树冠投
影施 0.5～1 克（指含有
效成分15%的多效唑可
湿性粉剂商品量）。

土壤施药后持续 3
年都有明显的效果，第一
年效果最显著，以后递
减。第二年怎样施药，要
根据桃树的生长和发育
状况来确定：第一年施药
后，桃树形成的中、长果

枝占总枝量的 30%左
右，抽生少量的二次枝，
说明施药量适当，下一年
施药量为上一年施药量
的 50%左右即可；如果
桃树上抽生的中长果枝
占比例大，又抽生了较
多、较旺的二次枝，说明
上一年施药偏少，下一年
的施药量应为上一年施
药量的 60%以上；如果
抽生的结果枝多是短果
枝、花束状果枝，中、长果
枝弱而下垂，说明施药量
过大，下一年应不施或少
施药。施药量过大，会对
桃树抑制生长过重，要及
早发现，并及时喷50毫
克/千克的赤霉素，以降
低其抑制作用。

施药方法

经多数专家实践证
明，土壤施用多效唑效果
最好。其方法是在树冠
投影的外缘内侧，挖深
10厘米、宽30～50厘米
的环状沟，把药剂用水稀
释成 1000～2000 倍的
药液，再把配好的药液均
匀地洒在环状沟中，水渗
下后覆土。施药过程中
要不停地搅拌配好的药
液，以防止沉淀，造成施
药不匀，影响施后效果。
也可按上述方法开挖环
状沟，将药粉用细土拌
匀，均匀地撒在沟中，用
锨拌匀，覆土后进行浇
水。

施药后管理

桃树施用多效唑后
形成花芽增多，坐果率提
高，产量增加。因此，要
加强土、肥、水管理，以满
足其生长结果的需要。
冬季修剪时要调节花量，
适当加重短截，疏除过
密、过弱的短果枝、花束
状果枝。坐果后要进行
疏果，调整结果量，以防
结果过多，影响果实品
质，削弱树势，加速桃树
的衰老。 （康达威）

伪造证照罪。农药经营者
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的时候，
提供的资料虚假、失实，或者伪
造，骗取相关行政许可，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农
药经营者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给国家、公众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5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
在10万元以上的；索取或者非
法接受他人财物的；两年内因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受过行政

处罚两次以上，又提供虚假证
明文件的，分别处以5年以下、
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
罪。如果农药经营单位出具的
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给国家、
公众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
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生产、经营假劣农药罪。
农药经营者加工、分装农药，在
农药中添加物质，根据对生产

造成的损失大小，分别判处3年
以下或拘役、3年以上 7年以
下、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根据
销售金额不同处以数倍罚金。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即可构成
该罪，根据销售金额处以不用
年限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文作者系中国农药发展与
应用协会副会长 杨理健）

近日，全国农技中心、植保

（中国）协会联合在山东省沂水县

举办了“2017年安全科学使用农

药技术培训现场会”。此次培训

主要针对种植农户、基层农技人

员和农药经营者，以期把安全科

学使用农药的知识和技能切实

教给农民，保证农业生产安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安全用药无小事，不科学的

用药往往会危害农民的身体健

康。据调查，有25％的农民打药

时戴着棉质手套，这不仅起不到

防护的功能，还会有吸收农药的

反效果。因此，为保证生产安

全，施药时应始终使用个人防护

装备和检查没有跑冒滴漏的喷

雾器，在清晨或傍晚风力较小时

施药，在施药时禁烟禁食，亦不

能饮水，并在施药后，洗澡更衣

清洗喷雾器和个人防护装备。

农药是否科学、合理使用，

直接影响着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因此，遵循产品标签的说

明，阅读、了解产品标签对科学

安全用药至关重要。不遵循产

品标识，长期超量超范围用药、

频繁施药，容易增强病虫害对农

药的抗性。

化学防治是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的重要措施，有使用方法简

便，防治病虫见效快、效果好等

优点，但易造成生态环境的污

染。专家在培训中强调，不要在

近水源处施药；不能将空包装遗

留田间；要三次清洗农药空包

装，并将清洗过的药液倒回喷雾

器中，然后刺穿包装袋并带到最

近的授权回收点；要注意保护授

粉蜜蜂等。 （杨瑞雪）

近日，宝丰2017年福禄文化节在大香山葫芦种
植深加工基地举办，园区内的葫芦架上形态各异的
葫芦长势喜人，展厅内各种造型新颖奇特的烙画、涂
彩、葫芦作品令人啧啧称奇。该基地属于平顶山市
鑫垚农耕文化传播实业有限公司的项目，位于中国
香山寺观音文化圣地闹店镇，目前在闹店镇杨庄村、
前桥村、靳李村流转土地1000亩，种植苗木800亩、
葫芦及莲藕200亩。百亩葫芦基地加工经营的20多
种葫芦雕刻、烙画、涂彩作品栩栩如生，深受国内外
游客的欢迎。

王双正 摄

核心提示

据统计，我国有农药经营
者 36.7 万个，62%为个体经
营；经营人员 63.7 万人，近
90%为高中以下文化水平；
61%的农药使用者依靠经销
商的推荐购买和使用农药，
80%以上的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由农民自己完成。

为了对农药经营严加管
理，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设立了经营
许可，并制定了限用农药定点
经营、进货查验制度、进销台账
制度和严厉的处罚制度。农药
管理新政下农药经营者的法律
责任有哪些？

●经营假农药。新修订的《农
药管理条例》对假农药进行了重新
定义，并扩大了按假农药查处的范
围。

假农药包括：以非农药冒充农
药；以此种农药冒充他种农药；农
药所含有效成分种类与农药的标
签、说明书标注的有效成分不符
（包括有效成分为零）。

按照假农药处理的农药：禁用
的农药；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
生产、进口的农药；未附具标签的
农药；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
的农药。

●经营劣质农药。劣质农药
包括：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混有
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

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劣
质农药处理。

●无证经营农药。没有申请
农药经营许可证，私自经营农药；
没有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证，经
营限制使用农药；农药生产企业在
厂区以外经营农药，没有经营许可
证。

●设立分支机构未变更经营
许可证，或未向所在地县级农业部
门备案。

●向无生产许可证企业或无
经营许可证经营者采购农药，采
购、使用未附具质量检验合格证或
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农药。

●不停止销售依法应当召回
的农药。

●生产、混配农药。农药经营
者不得加工、分装农药，不得在农
药中添加任何物质，不得采购、销
售包装和标签不符合规定、未附具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未取得有关
许可证明文件的农药。

●在网络上销售限制使用农
药。

●境外经营者不申请农药登
记证，直接在中国销售农药。

没收违法所得、产品及设
备。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
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
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

罚款。按货值处罚；规定
最低处罚额2000元；经营假农
药和无证经营处罚货值的5～
10倍；经营劣质农药处罚货值
的2～5倍。

吊证。违反《条例》规定，
情节严重，如未取得农药经营
许可证经营农药；取得农药经
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不符
合规定条件继续经营农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
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经营假农药；在农
药中添加物质；经营劣质农药；
设立分支机构未依法变更农药
经营许可证，或者未向分支机
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向未取
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农药生产
企业，或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
可证的其他农药经营者采购农
药；采购、销售未附具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签不
符合规定的农药；不停止销售
依法应当召回的农药；不执行
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
在卫生用农药以外的农药经营
场所内经营食品、食用农产品、
饲料等；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
他商品分柜销售；不履行农药

废弃物回收义务；境外企业直
接在中国销售农药的；取得农
药登记证的境外企业向中国出
口劣质农药情节严重或者出口
假农药的；伪造、变造、转让、出
租、出借农药经营许可证的，都
由县级以上农业部门发证机关
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禁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
可经营农药，或被吊销经营许
可证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除被罚款以外，10年内不得从
事农药经营活动，农业部公布
具体人员名单；农药生产企业、
农药经营者招用以上人员从事
农药经营活动的，由发证机关
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
营许可证。

农药质量赔偿。经营的农
药质量不合格，或者生产假劣
农药，造成农药使用者人身、
财产损害的，生产企业要给予
受害者赔偿。因为，农药经营
者采购农药应当查验产品包
装、标签、产品质量检验合格
证以及有关许可证明的文件，
所以有对农药质量和使用安
全的责任。

标签误导赔偿。不按照农
业部核准的标签给农民推荐
用药，扩大防治对象，增加防
治剂量，造成农药使用者损
失，应该给予赔偿。

农药事故赔偿。发生农药
使用事故，责任属于农药经营

者的，应该及时给予受害者赔
偿，包括农作物损失，人、畜中
毒治疗费等。《条例》规定，属
于农药生产企业责任的，农药
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农药生
产企业追偿；属于农药经营者
责任的，农药生产企业赔偿后
有权向农药经营者追偿。按
照《条例》的规定，农业行政部
门负责对农药事故进行鉴定，
其鉴定意见可以起到司法认
可的作用。所以，按照农业部
门对事故的鉴定结论，确定属
于农药生产企业和经营者共
同的，应该分清承担责任的份
额，经营者按照比例进行赔
偿。

农药召回赔偿。农药经营
者发现其生产的农药对农业、
林业、人畜安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生态环境等有严重危害
或者较大风险的，应当立即停
止经营，通知使用者，向所在
地农业主管部门报告，主动召
回产品，并且对受到损失的给
予赔偿。

废弃物回收赔偿。农药经
营者应当回收农药废弃物，防
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
事故的发生。特别是限制使
用农药的废弃物，经营者要主
动承担回收责任，财政给予一
定补贴，防止造成污染中毒。

注意！这些行为属违法

无证经营将予以吊证、禁业处罚

造成损失要赔偿

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宝丰 葫芦种植深加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