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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网站对中国农药出口的意义

中国是农药出口大国

了解市场、适应市场、引领市场、创造市场

登记在市场拓展中的战略性地位

官方网站对市场开发的重要作用：

了解登记政策、市场信息的最有效窗口之一

掌握产品登记规律

跟踪产品登记进展

为业务拓展提供参考

为未来产品的开发提供依据

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客户间的交流

农药登记网站查询的方法

客户间的交流

同行间信息共享

现代搜索工具 谷歌的有效使用现代搜索工具：谷歌的有效使用

有效的查询方法：学会用关键词搜索查询

平时的积平时的积累

不同语言对农药的表述，尤其是西语

植物保护 - Protección Vegetal    Productos Fitosanitarios 

化学农药- Plaguicidas Químicos  

工厂- Fábrica   制造商-Fabricantes

相关管理网站、站内搜索的有效利用



常用的农药登记网站查询指南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 http://www fao orghttp://www.fao.org

• 产品的标准，及各项指标分析方法

• 各种剂型的规格要求和对应分析方法

• 农药市场信息农药市场信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 http://www oecd org/chemicalsafety/agriculturalpesticidesandbiocides• http://www.oecd.org/chemicalsafety/agriculturalpesticidesandbiocides

• 毒性分析方法

• 生态毒性分析方法

理化性质分析方法• 理化性质分析方法



• http://www.pesticideinfo.orghttp://www.pesticideinfo.org
部分国家已授权登记的产品信息

美国农药登记信息美国农药登记信息



国际农药分析协作委员会（CIPAC）

htt // i / i b hthttp://www.cipac.org/cipacpub.htm
产品的分析方法

需要支付费用需要支付费用



美国美国
EPA : http://www.epa.gov/pesticides/regulating/labels/product-labels.htm



美国
National Pesticides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http://ppis.ceris.purdue.edu/htm/databases.htm
根据产品，活性成分、公司名字查询农药登记进展



加拿大

http://www hc-sc gc ca/cps-spc/pest/index-eng phphttp://www.hc-sc.gc.ca/cps-spc/pest/index-eng.php



墨西哥

http://189.254.115.250/Resoluciones/Consultas/ConWebRegPlaguicida.asp

输入空格键，回车



澳大利亚

www.google.com.hk



澳大利亚
http://www apvma gov au/http://www.apvma.gov.au/

Appro ed acti esApproved_actives
2099

All RegistrationAll Registration
12696(20120627)



新西兰

https://eatsafe.nzfsa.govt.nz/web/public/acvm-register

Glyphosate 95     2,4-D 115 Atrazine 16
Chlorothalonil 27 Chlorpyrifos 17……..



英国

https://secure.pesticides.gov.uk/pestreg/ProdSearch.aspp p g p g p

Glyphosate 67 Companies  335



爱尔兰

http://www pcs agriculture gov iehttp://www.pcs.agriculture.gov.ie



巴西

htt // fit i lt b / fit / i i lhttp://agrofit.agricultura.gov.br/agrofit_cons/principal_agr
ofit_cons

2012032120120321  
1515 Registration
111 Companies  



阿根廷阿根廷

http://www.ciafa.org.ar/informes/ 
这是一个信息列表，有很多有用信息。半年到一年更新一次

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两个：

d d f dprincipios‐activos‐de‐porductos‐fitosanitarios‐ registrados‐
aprobados‐(senasa).xls 这个是原药的登记

productos fitosanitarios formulados registrados aprobadosproductos‐fitosanitarios‐formulados‐ registrados‐aprobados‐
(senasa).xls 这个是制剂的登记

• www.google.com.hk  关键词搜索
201203
Active Reg 1347g g 关键词搜索 Active Reg. 1347
Company:258 
201207
Formulation 3385Formulation 3385
Company ： 418



乌拉圭乌拉圭
http://www.mgap.gub.uy/DGSSAA

登记信息查询

20120115
1313 Registrations



巴拉圭

http://www senave gov pyhttp://www.senave.gov.py

农药经销商信息查询农药经销商信息查询

20120625
1243 Registrationsg
77 Companies



玻利维亚

http://190.129.84.251/egp
U.N. de Sanidad Vegetal          

Registro de productos agroquimicos 



哥伦比亚
http://www ica gov cohttp://www.ica.gov.co



20120228
1046 Registrations



埃及
http://www apc gov eghttp://www.apc.gov.eg

20120701
596 Registrations



以色列

http://www.hadbara.moag.gov.il/hadbara/english/
search/KotelForm.asp



印度

http://cibrc.nic.in



菲律宾

http://fpa da gov phhttp://fpa.da.gov.ph



马来西亚

http://www.doa.gov.my 英文界面

Resources

List of registered pesticid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List of registered pesticide
下载表格文档

2012080120120801
3003 Registrations
244 Companies



斯里兰卡

id t lkwww.agridept.gov.lk
Servicers Provided 
by Seed Certificationby Seed Certification 
and Plant Protection 
Service (SCPPC)Service (SCPPC)



新加坡新加坡
www.ava.gov.sg



日本
http://www.maff.go.jp



泰国

http://www.doa.go.th 泰语

越南

20121107
2060 Registration
127 Companies越南

http://www.ppd.gov.vn 越语
127 Companies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
http://www.deptan.go.id



部分国家登记代理咨询机构简析

国外登记机构的筛选国外登记机构的筛选

自主登记

CAC展览会 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 欧盟 美国CAC展览会：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欧盟、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咨询机构

如何筛选如何筛选

专业性

成功案例展示

同行间的口碑

报价问题



巴西 Alli  B il Di巴西：Allier Brasil、Discovery
• 阿根廷:  Wecan Agro
• 澳大利亚： APVMA 公布的有41家

• 巴拉圭：OVERSEAS AGROCHEMICAL CONSULTING 
S.A. 

• 美国：EPA官网

• 欧盟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