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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第十五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

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奖励办法》规定，经过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中国农药工业

协会决定授予“高效低风险除草剂苯唑氟草酮的创制及应用”等 37 项

科技成果技术创新奖，其中一等奖 13项，二等奖 15 项，三等奖 9项；

授予市场拓展奖 12 项，其中“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剂（久幺久）

防治我国小麦重大病害应用推广”等最佳营销案例奖 9项，孙伟等市

场新锐人物奖 3项。 

建议获得技术创新奖的企业对获奖项目团队给予一等奖 8 万元、

二等奖 5万元、三等奖 3 万元的奖励；获得市场拓展奖的企业对企业

市场拓展有重要贡献的团体或个人给予 8 万元的奖励。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行业科技工作者要

向获奖者学习，继续发扬求真务实、拼搏创新的精神，为加速我国农

药行业的发展，提高农药行业整体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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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十五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 技术创新奖获奖名单 

第十五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 市场拓展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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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 

技术创新奖 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项目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奖项 

01 
高效低风险除草剂苯唑

氟草酮的创制及应用 

青岛清原化合物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药检定所 

连磊、张耀中、金岩、张国

福、杨素梅、路兴涛、彭学

岗、金涛 

一等奖 

02 
环磺酮原药合成及制剂

加工技术创新与产业化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 

沈运河、余正莲、熊国银、

祝玉超、王友定、赵国平、

周全全、张腾飞 

一等奖 

03 
生物农药登记评价管理

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刘学、黄修柱、张杰、刘华

梅、杨峻、王晓军、林荣华、

张楠 

一等奖 

04 
IDA 法草甘膦合成关键

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

司、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

公司 

吴孝举、王东朝、何红军、

孔勇、姜友法、王宝林、贾

炜、王明坤 

一等奖 

05 
氟环唑绿色合成关键技

术开发及产业化 

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七洲绿色科技

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玉超、姜宇华、陶伟、叶

永胜、包浩、栾小兵、蔡军

义 

一等奖 

06 

基于连续流技术的乙烯

利等系列产品绿色工艺

开发及产业化 

绍兴东湖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工业大学 

丁成荣、季盛、张国富、柳

菁、陈辉、杨华东、朱松良、

徐继华 

一等奖 

07 

草甘膦原药中间体甘氨

酸高效生产关键技术开

发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 

田义群、曹杰、彭春雪、刘

三六、覃华龙、姚红、曾世

刘、王瑞宝 

一等奖 

08 
L-草铵膦绿色生物制造

技术与应用 

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华

东理工大学 

魏东芝、王华磊、张舰、刘

清海、吴承骏、孟祥奇、罗

中华、张长雷 

一等奖 

09 
封闭型除草剂微囊悬浮

剂的研发、生产及应用 

上海明德立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明德立达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明德立

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母灿先、刘润峰、母金良、

高威、陈坤、郑凯、李蕾、

熊利鹏 

一等奖 

10 
30%肟菌酯•戊唑醇悬浮

剂的研究开发及应用 

上海生农生化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徐海燕、张芝平、苑志军、

王涛、孔前广、王晓辉、张

艳民、于静静 

一等奖 

11 

高效安全绿色土壤杀菌

剂 98%棉隆微粒剂新工

艺研发与应用开发 

顺毅股份有限公司 

蒋富国、戴炜锷、李波、陈

方良、金旻琦、马敏超、金

锡满、张超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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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项目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奖项 

12 
飞防专用助剂倍达通的

研发 

河北明顺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袁会珠、闫晓静、杨德松、

韩申五、王燕、曹翔翔、贺

春娟、张桂婷 

一等奖 

13 
农药制剂智能化 SC 车

间系统集成及应用 

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房国荣、王随家、司马铃、

王阳、薛刚、诸葛玉香、张

英、张浩 

一等奖 

14 

贝 莱 斯 芽 孢 杆 菌

CGMCCNo.14384 生物农

药的创制与应用 

四川百事东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市植物保护

站、中国农业大学、海南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卢志军、董雪娟、石旺鹏、

缪卫国、张伟、谢华、叶健、

席昕 

二等奖 

15 

基于非靶生物安全导向

的绿色农药药剂开发与

使用关键技术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

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江

苏省农药总站、泰州市姜堰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周蓉、卜元卿、王鸣华、姜

锦林、钱忠海、程燕、虞悦、

李爱国 

二等奖 

16 
阿维菌素菌渣无害化处

理与肥料化利用 

河北兴柏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张海航、暴连群、刘进峰、

聂会敏、张彦旭、李志响、 

李巧颖、李娜 

二等奖 

17 
甲维盐注干使用对松材

线虫病的防治技术 

杭州林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农林大学、浙江钱

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淳安县林业局、永嘉县森林

病虫害防治中心、安吉县林

业局、安徽省康禾农林病虫

害综合防治有限公司 

陈安良、宋志强、叶胜忠、

刘鹏、鲁春富、司文、马良

进、贾功流 

二等奖 

18 
24%螺螨双酯悬浮剂的

研究开发 
浙江宇龙药业有限公司 

吴华龙、许良忠、沈新良、

姜斌、杜良忠、沈浩、沈娜、

潘丽英 

二等奖 

19 
30%肟菌酯•戊唑醇的剂

型创新及减施增效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

司 

葛亮亮、梁克印、高瞻、葛

琳、郑向辉、汤忠祥、金立、

王征宇 

二等奖 

20 

高 粱 田 专 用 除 草 剂

39.8%氯吡酸·二氯

喹·莠去津悬浮剂的研

发与应用 

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

司 

申艳林、赵强、李登辉、聂

运魏、尹新明、吴仁海、高

新红、耿彪 

二等奖 

21 
48%苯醚甲环唑•嘧菌酯

悬浮剂研究与产业化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莫俊锐、王爱臣、谭葵、张

小敏、吴丽文、钱炫舟、廖

联安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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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项目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奖项 

22 

10%苄氨基嘌呤·胺鲜酯

水分散粒剂的开发与应

用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樊小龙、石磊、张少武、赵

来、冯塔、曹巧利 
二等奖 

23 
50%单氰胺水剂产品的

开发及应用 

浙江泰达作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郝树林、杨奎、应利民、李

云华、董秀丽、王寅 
二等奖 

24 
5%寡糖·噻霉酮悬浮剂

产品创制与应用 

陕西西大华特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 

徐辉奇、王国栋、周天仓、

段新新、邓迎娣、翟卫兵 
二等奖 

25 
小麦田绿色环保除草剂

关键技术开发 

浙江中山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杨华春、张云云、杜亮亮、

薛泽程、张磊 
二等奖 

26 
梨小食心虫迷向产品的

开发与推广应用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崔艮中、王琳、李拥虎 二等奖 

27 
SDHI 类杀菌剂关键中

间体的开发及应用 

浙江南郊化学有限公司、东

南大学 

尹凯、张一卫、吴浩、尹

新、贺友兰、于江、 柴华

强、顾旻旻 

二等奖 

28 
一种农药增效剂的研发

及在杀虫剂中的应用 
京博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王成、吴磊、王祥传、成

道泉、于晓静、张方贺、

张建建、刘坤 

二等奖 

29 
天然植物源杀虫剂创新

研究及集成技术应用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股份

有限公司 

任丹、陈庭倬、章杰、刘

科、牟天秀、龚宝金、杜

波、周海伟 

三等奖 

30 
苯醚甲环唑绿色清洁生

产新技术的研发及应用 
利民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李新生、孙敬权、李林虎、

许宜伟、冯小冬、刘景防、

汤继严、孙丽梅 

三等奖 

31 
安全高效除草剂炔草酯

绿色生产工艺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孙旭峰、顾爱国、顾蓉、

王晋阳、陈宝明、许可、

韦自强、宋媛媛 

三等奖 

32 

15%氟吗啉•精甲霜灵可

湿性粉剂的研制开发及

推广应用 

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葛家成、方城韬、王金凤、

姜成义、司国栋、闵祥芬、

严婉静、刘勇 

三等奖 

33 
高效环保杀菌剂 25%氟

吡菌胺·氰霜唑悬浮剂 

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限公

司 

徐梁、王永星、姜万年、

赵宪府、张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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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项目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奖项 

34 
植物基多元醇增效剂的

创制与应用 
广州方中化工有限公司 

吴伟、朱镇洛、钟利、周

国伟 
三等奖 

35 
新型草甘膦 SG 自动生

产线 

常州市祝氏药化设备有限

公司 
祝建、丰伟、杨彩虹 三等奖 

36 
农用广谱抗生素三烯霉

素的研究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王付彬、王淑霞、朱丽梅、

张海娟、张传伟、邱秀翠、

马井玉、王福学 

三等奖 

37 
苹果褐斑病绿色防控关

键技术研究与推广 

临沂市兰山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临沂丰邦植物医院

有限公司 

孟庆六、邬中宝、刘传龙、

张磊、李景瑞、张敬涛、

杨广来、冷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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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 

市场拓展奖 
 

最佳营销案例 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项目 获奖单位 

01 
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剂（久幺久）

防治我国小麦重大病害应用推广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02 
国腾本地方案助农高效防治水稻二化

螟和稻纵卷叶螟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03 
茶小绿叶蝉绿色防控药剂的开发与应

用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 丁硫克百威国内外市场的拓展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05 异丙草胺乳油在乌克兰市场拓展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6 中农红太阳拉美市场拓展 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7 秘鲁终端市场的开发与拓展 宁波捷力克化工有限公司 

08 安徽拜特坦桑市场拓展 安徽拜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9 快 T在水稻杀虫剂的推广应用 广州方中化工有限公司 

 

市场新锐人物 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人 单位名称 

01 孙伟 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2 贾振委 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03 方明 柳州市惠农化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