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药登记工具包

做出更好的登记管理决策
www.fao.org/pesticide-registration-toolkit

致谢

农药登记工具包的开发与推出，得到
了欧盟，全球环境基金，瑞典化学品
管理局，鹿特丹公约和粮农组织的 
财政支持。

农药登记工具包团队骄傲的作为
IOMC化学品管理决策工具箱的合作
伙伴，与九个国际组织共同致力于提
高化学品和农药的安全性。

联系我们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邮箱: pesticide-management@fao.org
网址: www.fao.org/pesticide-registration-toolkit
网址: iomctoolbox.oecd.org 

关于我们

农药登记工具包由粮农组织植物
生产和保护司维护。

由一个培训团队和农业和公共 
卫生等领域农药相关的国际专家
提供技术支持。

询问关于培训的可能性

粮农组织为农药登记管理人员
提供有关登记工具包使用的 

培训研讨班。

我们可以提供在国家或者地区
层面4-5天的英语，西班牙语或

法语的互动研讨培训。

超过300名遍布50多个国家的 
登记管理人员，接受了如何 
使用工具包的培训，欢迎 

加入。

如果你对培训感兴趣请联系: 

pesticide-management@fao.org

Share Responsibility

ROTTERDAM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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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农药登记机构面临的挑战

    许多发展中国家农药登记机构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诸如：

• 人员不足
• 缺少适当的登记管理体系
• 有限的专业知识
• 缺乏风险评估方法
• 有限的信息来源

这意味着在技术能力较强的国家
进行的农药详尽评估，在这些发展中

国家通常是不可行的。 

而农药登记工具包可以帮助 
资源有限的管理者巧妙的利用现有

资源缓解上述限制。 The Pesticide 
Registration Toolkit helps registrar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to make

什么是粮农组织的农药登记工具包?

该工具包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登记手册，目的
在于为登记管理者提供日常的登记管理使用。
帮助农药登记管理者通过优化使用现有数据、 
方法和评估来做出明智的决策。现有英语版
本，大部分内容有法语和西班牙语版本。部分
内容有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文本。

该工具包提供了可靠的国际信息资源 
链接，并提供了可以根据该国现有的资源水平调
整登记的方法和策略。因此，该工具包根据发展中
国家登记部门的能力及其需求而设计。

如何为您提供支持?

如果你是农药登记管理人员，那么这个工具包就是为你设计的！

该工具包能以不同的模块形式来帮助你:

农药登记管理人员是把关人...

农药登记是相关主管部门（农药登记管理者）决定是否可以出售和 

使用该农药的过程。该决定是基于对科学数据的评估做出的，需表明该 

农药产品对其既定防治目标有效，也不会对人类、动物健康或环境造成 

不可接受的风险。 

在农药登记并授权市场销售之前，应基于数据和科学方法对农药进行

合理的评估，以确保只有适合当地条件的农药被使用。

因此，农药登记管理者作为国家（或地区）一级的把关人，在农药授权

登记管理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分析以特别使用目的评估特定类型农药可能需要的数据。包括农业
和公共卫生用途的化学和生物农药。

基于当地可用的资源与优势，选择适合的农药登记策略与程序。

使用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或信誉良好的登记管理机构的现有方法，对
申请人提交的农药登记资料进行技术方面的评估。

对是否登记该农药，以及采取何种缓解风险措施做出自己的决定。

查找特定农药的信息，例如在其他国家的登记情况，科学评论，毒
性分级，标签，残留限量和农药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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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农药登记机构
人员编制分布

(2013粮农组织调查, 109个国家)

>6个人员1-2个人员

“我希望所有职员都能
在他们的电脑上安装这个
工具包并且每天使用”

快来体验吧。

免费!
粮农组织的农药登记工具包是
为农药登记管理者提供的免费

服务，且不需要登录。  

打开以下链接，就可以开始 
使用:

www.fao.org/pesticide-registration-toolkit

摩洛哥农药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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