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18）28 号 

关于表彰 2017 年度优秀通讯员、优秀统计 

工作者的决定 

各相关单位： 

农药行业经历了不平凡的 2017 年，这一年安全环保力度持续加

大，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供需局面发生改变，企业转型向多元化

发展和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在行业多方因素影响下，农药行业仍保

持了健康稳定发展，总产值和利润同比均有较大幅度提升，社会认

知度进一步得到提升，成绩的取得与广大农药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进一步发挥农药行业宣传和统计工作的重要作用，推进行

业在社会的认可和互融，加强协会与企业间信息沟通，构建行业大

数据体系，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会决定对在 2017 年度农药

行业宣传有突出贡献的优秀通讯员、统计工作中表现优异的优秀统

计工作者予以表彰。授予郭传垒、何崇阳、华乃震等 20 名同志“优

秀通讯员”荣誉称号，授予安静、卞友华、蔡真渝等 157 名同志

“优秀统计工作者”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能够持之以恒，继续发挥服务行业和社



会的奉献精神，为我国农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附：2017 年度全国农药行业优秀通讯员、优秀统计工作者名单。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2017 年度全国农药行业优秀通讯员、优秀统计工作者名单 

2017 年度全国农药行业优秀通讯员 

序 号 姓 名 企 业 名 称 

1 高金远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郭传垒 撒尔夫（河南）农化有限公司 

3 何崇阳 陕西省洛南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4 华乃震 《中国农药》特约撰稿人 

5 李佩玉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刘仕芳 深圳市长园嘉彩环境材料有限公司 

7 陆学云 江苏粮满仓农化有限公司 

8 陆  阳 信阳农林学院有机化学教研室 

9 闵祥芬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申继忠 江苏耘农化工有限公司 

11 唐  韵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12 王菲菲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王少伟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14 王廷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 

15 徐彬彬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6 杨田甜 济南天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7 杨子辉 山东金华海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18 张夕林 南通市通州区植保站 

19 邹宣棠 广州柏励司研磨介质有限公司 

20 朱蓓蓓 南通市农药协会 

2017 年度全国农药行业优秀统计工作者 

序 号 姓 名 企 业 名 称 

1 安  静 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 安群清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 

3 卞友华 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 

4 蔡真渝 上海禾本药业有限公司 

5 蔡智慧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6 邵红霞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曹永元 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 

8 陈  浩 四川省兰月科技有限公司 

9 陈俊晖 连云港市金囤农化有限公司 

10 陈  敏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1 陈南方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2 陈世国 山东科信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13 陈雪林 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 

14 丁新仁 山东齐发药业有限公司 

15 董建国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16 窦树旺 河北双吉化工有限公司 



17 窦婷婷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杜  莹 江苏健谷化工有限公司 

19 冯立超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 高宏凤 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 

21 高景龙 新沂市泰松化工有限公司 

22 高  巍 安徽科立华化工有限公司 

23 郭冠军 河北昊阳化工有限公司 

24 韩  堃 湖北省天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 韩  喻 西安市植丰农药厂 

26 韩振华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7 何海军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8 贺  磊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9 黄锋妹 乐斯化学有限公司 

30 黄明雄 湖北仙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1 黄卫荣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黄月梅 淄博新农基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33 霍  红 大庆志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34 江  红 福建浦城绿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35 姜  勇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36 蒋冲雨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 

37 井  涛 江苏双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8 乐成芝 江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 

39 雷  翠 西安近代农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李朝晖 安徽省池州新赛德化工有限公司 

41 李佳佳 江苏丰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2 李丽芳 河北万全宏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3 李  娜 衡水北方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44 李  娜 衡水景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45 李巧颖 石家庄市兴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6 李婷婷 如东众意化工有限公司 

47 李文娟 开封博凯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48 李文文 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49 李小莲 浙江东风化工有限公司 

50 李晓茹 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 

51 连建军 湖北犇星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52 梁  冰 江西省海利贵溪化工农药有限公司 

53 廖冬冬 江苏托球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54 廖  倩 四川龙蟒福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5 林  雄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6 刘  春 吉林市绿盛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57 刘达科 广东立威化工有限公司 

58 刘  慧 先正达(苏州)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59 刘建华 江苏省南通施壮化工有限公司 



60 刘晶晶 湖北荆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刘雷香 江西巴菲特化工有限公司 

62 卢少萍 中山凯中有限公司 

63 芦云霞 宁夏新安科技有限公司 

64 陆惠莉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65 罗成燕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6 吕广菊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马立香 邯郸市瑞田农药有限公司 

68 马  琳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69 毛兴平 江苏皇马农化有限公司 

70 冒  娟 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1 缈媛媛 浙江禾田化工有限公司 

72 南俊霞 河南中威高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73 聂  波 江西新瑞丰生化有限公司 

74 潘光飞 浙江禾本农药化学有限公司 

75 潘柳斌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6 濮文均 迈克斯（如东）化工有限公司 

77 亓  烨 山东亿嘉农化集团 

78 乔  妍 连云港立本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79 屈正兴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 阮华清 安徽扬子化工有限公司 

81 尚直军 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82 邵长亮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3 沈金健 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84 沈  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5 沈丽娟 上海农乐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86 沈  曦 江苏省常熟市农药厂有限公司 

87 石丽娜 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 

88 史国辉 石家庄市深泰化工有限公司 

89 宋亚华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90 苏国良 江苏黄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91 孙连杰 潍坊绿霸化工有限公司 

92 孙伟南 浙江省长兴第一化工有限公司 

93 孙一惠 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 

94 孙永峰 辽宁天一农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95 孙智荣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96 谈素芬 江苏莱科化学有限公司 

97 唐  耿 如东县华盛化工有限公 

98 陶杭明 绍兴市东湖生化有限公司 

99 提云恒 山东科源化工有限公司 

100 田丹丹 宁夏大地丰之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01 汪兴园 江苏瑞邦农药厂有限公司 

102 王  蓓 天津市施普乐农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03 王彩凤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4 王  聪 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105 王国华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106 王力群 青岛凯源祥化工有限公司 

107 王莉君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08 王  琳 宜宾川安高科农药有限责任公司 

109 王舒婷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110 王文林 中棉小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1 王晓兰 杭州宇龙化工有限公司 

112 王玉芳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3 韦鸿胜 江苏省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 

114 韦  薇 柳州市惠农化工有限公司 

115 魏玲玲 浙江泰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116 魏亚欣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117 温学志 烟台科达化工有限公司 

118 吴本林 青岛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 吴礼中 安徽省兴隆化工有限公司 

120 吴学挺 海门兆丰化工有限公司 

121 夏丽华 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22 熊海燕 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 徐海东 安徽繁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24 徐  慧 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 

125 徐泽玲 重庆双丰化工有限公司 

126 许  军 德州绿霸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27 许永进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8 杨代忠 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9 杨冬梅 吉林金秋农药有限公司 

130 杨华春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 杨金霖 山东科赛基农控股有限公司 

132 杨立伟 徐州诺恩农化有限公司 

133 杨水标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4 俞  涛 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5 虞国新 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6 袁  欣 江苏维尤纳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37 张春洪 江苏新港农化有限公司 

138 张德敏 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 

139 张海军 江苏耕耘化学有限公司 

140 张洪峰 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 

141 张黎莉 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142 张拴财 郑州兰博尔科技有限公司 

143 张廷琴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4 张忠琴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45 赵国霞 合肥星宇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146 赵  军 江苏泰仓农化有限公司 

147 赵文风 安徽金泰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148 支利高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9 周德刚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50 周雪芳 江苏省农用激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51 周亚玲 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52 朱明凤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153 祝方圆 吴桥农药有限公司 

154 祝琳琳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155 庄夕华 江苏春江润田农化有限公司 

156 禚文峰 江苏省新河农用化工有限公司 

157 左倩倩 青岛好利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以上按姓氏拼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