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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 优化服务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公开征求意见

市场预测

第六条：“肥料登记分为临时登
记和正式登记两个阶段：（一）临时
登记：经田间试验后，需要进行田间
示范试验、试销的肥料产品，生产者
应当申请临时登记；（二）正式登记：
经田间示范试验、试销可以作为正
式商品流通的肥料产品，生产者应
当申请正式登记。”

第十条第二款：“境内生产者

申请肥料临时登记，其申请登记资
料应经其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初审后，向农业部提出申
请。”

第十一条第一款：“生产者申
请肥料临时登记前，须在中国境内
进行规范的田间试验。”

第十七条第一款：“临时登记
证或正式”

第十八条中的“临时”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肥料临

时登记证有效期为一年。肥料临
时登记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生
产、销售该产品的，应当在有效期
满两个月前提出续展登记申请，符
合条件的经农业部批准续展登
记。续展有效期为一年。续展临
时登记最多不能超过两次。”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以及
更为严格的环保压力,厂家开工
率低位徘徊,中间体供不应求,未
来原药市场依旧紧张,预计价格
上涨情况将持续到明年5月份，或
带动明春农药零售涨价。

因上游嘧啶胺供应受阻,烟
嘧磺隆原药厂家惜售,行业普遍
报价在25万元/吨以上。硝磺草
酮原药因中间体1,3-环己二酮紧
张,价格一度涨至15万元/吨。乙
氧氟草醚原药供应依旧紧张,且
供应紧张的局面在短期内无法缓

解。杀虫剂方面,阿维甲维盐原
药系列供应依旧紧张,阿维菌素
精粉厂家报价上调至75万元/吨,
甲维盐原药更是一货难求。杀菌
剂方面,三唑类杀菌剂仍是行业
关注重点,虽然涨幅放缓,但受限
中间原料上涨,价格依旧高位运
行,市场供不应求。截止到目前
原药整体涨幅已超过39%。

与原药价格持续上涨不同的
是,终端农药价格是阶段性上
扬。虽然多个经销商、零售商之
前都接到上游厂商涨价的通知,

但由于目前正处于用药淡季,多
数渠道商仍有库存,所以终端市
场农药价格变动幅度并不大。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终端市
场进行了1~2次的调价,且调价幅
度均在5%~10%。目前涨幅最大
的是杀虫剂,涨幅在10%左右,杀菌
剂方面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平稳,
国产杀菌剂涨幅也在10%左右。

零售商表示，近期已经接到
批发商有关产品涨价的通知,由
于还有库存,所以目前价格变动
并不是太大，但价格还是要涨的,

涨多少、什么时候涨要根据零售
商的进货情况以及上游厂家的涨
价幅度来定。

各经销商及制剂企业的产品
调价幅度和时间将与其自身的经
营条件直接相关。虽然目前大部
分仍捂有库存的厂家还未公开调
价,但这种情况会随需求淡季的结
束而终结,预计到明年3月份,随
着销售旺季来临,厂家去库存结
束,各公司将根据市场行情进行产
品价格上的集中调整。

（本报综合）

日前，国务院法
制办就《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条例（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旨在进一步防治
农作物病虫害，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

国务院法制办在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
指出，当前我国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存
在主体责任不够清
晰，监测与预报、预防
与控制工作不够规范
等问题，有必要通过
立法予以规范和保
障。意见稿要求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加强对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
作的组织领导，农业
主管部门负责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监督管理
工作。同时，意见稿
明确，农业生产经营
者应当做好生产经营
范围内的农作物病虫
害防治工作，并对各
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开展的预防控制工
作予以配合。

根据意见稿，一、
二类农作物病虫害严
重发生时，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对防治
费用给予补助。在农
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
工作中，为保护公共
利益强制销毁种植的
农作物及其产品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给予补偿。
此外，意见稿指出，
国家鼓励和支持使
用生态治理、健康栽
培、生物防治、物理
防治等绿色防控技
术和先进的施药器
械以及安全、高效、
经济的农药，鼓励和
支持开展农作物病
虫害统防统治。

社会公众可以在
2017年12月17日前
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网，对征求意见稿
提出意见。

（新华）

11 月 28 日，农
业部发布第 2612 号
公告，以“敖谷6”“晋
杂 101”等为代表的
包括谷子、高粱、大
麦（青稞）、蚕豆、豌
豆、油菜、花生、向日
葵、甘蔗、甜菜、大白
菜、结球甘蓝、黄瓜、
番茄、辣椒、西瓜、甜
瓜、柑橘、梨19个种
类的309个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经省级农
业主管部门审查，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复核，农业部
种子管理局公示无

异议，符合《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记办
法》要求。这意味着
该批次309个品种成
功获得登记。此次
公告登记，是今年农
业部改革品种管理
制度，施行非主要农
作物品种登记制度
以来的第四次集中
登记。目前，全国已
经获得登记的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共有
958个，其中，甘肃省
有 124个品种，数量
为各省最多。

（志超）

由我国唯一的
棉花院士、国家棉花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喻树迅研究
员率领的科研育种
团队，经过6年攻关，
主持培育成功无膜
棉 新 品 系 “ 中 棉
619”，实现了不用薄
膜也能种植棉花的
重大突破。

新疆是全国最重
要的产棉区，尤其是
南疆棉花种植面积达
2000万亩，约占全疆
的2/3。上世纪80年
代以来，新疆大范围
推广使用地膜覆盖技
术，棉花产量因此大

幅提高，但残膜也带
来一系列环境问题。
截至2016年，新疆的
地膜覆盖面积已近
5000万亩，地膜总使
用量达150万吨。

此次培育成功的
无膜棉新品系“中棉
619”，可以晚播种10
多天，正好躲过了春
天播种时的低温；由
于具有早熟的特点，
又巧妙地躲过了秋
天收获时遇到的低
温 霜 冻 等 不 良 气
候。通过这些特点，
实现了不再需要覆盖
地膜的目标。

（蒋建科）

涉及行政审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

新政策

新成绩

我国科学家
成功培育“无膜棉”

新品种

农业部公布实施新修改《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行政审批方面11
核心提示

近日，农业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令 2017 年第 8
号”，公布了《农业部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为了依法保障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措施落
实，农业部对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
款进行了全面清理。

经过清理，农业部
决定对《肥料登记管
理办法》（2000年6月
23 日农业部令第 32
号公布，2004年 7月
1日农业部令第38号
修订）等18部规章和
《肥料登记资料要求》
（2001年5月25日农
业部公告第 161 号）
等4部规范性文件的
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对3部规章和《农业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肥料
登记管理的通知》
（2002年1月17日农
农发〔2002〕2 号）等
36部规范性文件予以
废止，涉及肥料、农
药、种业等行业。

据了解，此次为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实施以来第二次修
订，修订内容集中在
以下几方面。

第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 生 产
者申请肥料正式登记前，须在
中国境内进行规范的田间示

范试验”
第十一条第三款中的“和/或

田间示范试验”

第三十条第二款中的“和田间
示范试验”。

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方面22

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者办理
肥料登记，应按规定交纳登记费。”
和第二款中的“并支付试验费”。

另外，不适用产品在原有的
“肥料和农药的混合物”“农民自制
自用的有机肥料”基础上，增加了
植物生长调节剂。第三十四条增
加一项，作为第三项：“植物生长调
节剂。”据了解，植物生长调节剂是

一类具有植物激素活性的人工合
成农药,可用于调节水果的生长和
贮藏，适用于《农药管理条例》《农
药登记管理办法》等法规。

伴随着全国商事制度改革和《肥
料登记管理办法》修改，《肥料登记资
料要求》（2001年5月25日农业部公
告第161号）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将公告中的“临时登记”修改

为“肥料登记”，“工商注册证明文
件”修改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删去公告中关于“正式登记”
“农业部认定可承担田间肥效试验
单位”“农业部指定菌种鉴定及菌
种安全鉴定单位”的相关要求；

删去公告中关于提供“毒性
报告”“菌种安全性鉴定报告”的
要求。 （秾财）

原药升价或带动明春农药涨价

一是取消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境内申请肥料临时登记事项。此次
修改删去以下内容：

二是取消了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外省肥料登记产品备案核准事
项。此次修改删去以下内容：

第三十二条：“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登记的复混肥、配方肥（不含

叶面肥）、精制有机肥、床土调酸
剂，只能在本省销售使用。如要
在其他省区销售使用的，须由生

产者、销售者向销售使用地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是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具有相应条件的农业技术推广、科研、教学等试验单
位进行肥料田间示范试验，肥料田间示范试验有关内容在肥料田间试验中开展。此
次修改删去以下内容：

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33

第十二条第一款：“境内生产者
生产的除微生物肥料以外的肥料产
品田间试验，由省级以上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认定的试验单位承担，并
出具试验报告；微生物肥料、国外以
及港、澳、台地区生产者生产的肥料
产品田间试验，由农业部认定的试
验单位承担，并出具试验报告”

第二款：“肥料产品田间示范
试验，由农业部认定的试验单位承
担，并出具试验报告”

第三款：“省级以上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在认定试验单位时，应坚
持公正的原则，综合考虑农业技术
推广、科研、教学试验单位”

第四款：“经认定的试验单位

应接受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管理。试验单位对所出
具的试验报告的真实性承担法律
责任。”修改为“生产者可按要求自
行开展肥料田间试验，也可委托有
关单位开展；生产者和试验单位应
当对所出具试验报告的真实性承
担法律责任。”

二是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开展肥料田间试验，也可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此次修改删去以
下内容：

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不再征收肥料登记费。此次修改删去以下内容：

309个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获得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