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14）37号

诚征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重要刊物

《中国农药》、《中国农药工业年鉴》宣传

各有关单位：

《中国农药》、《中国农药工业年鉴》是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主办

的权威性行业刊物。“权威、纽带、平台、窗口”是我们的办刊方针。

《中国农药》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法规、市场行情、科技成果、优

质产品以及优秀企业信息，全面展示中国农药工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

势；提供真实可靠的权威信息，深度解读行业热点问题。《中国农药》

已成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纽带，是农药企业相互交流学习的信息平台，

也是农药企业对外交流的展示窗口。

《中国农药工业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展现我国农药行业

全年主要工作成果、业绩和行业发展数据，是最具权威性的“史料性”

工具书。《年鉴》也是展示我国农药工业优势群体的舞台和推广优质产

品的窗口。

《中国农药》、《中国农药工业年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工信部、农业部、环保部和质检总局等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地方各级

政府相关部门有广泛的覆盖发行。受众群体还包括企业主管、专家学

者、农资流通企业负责人以及关注农药行业的人士等。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希望广大农药企业抓住机会，充分利用权威的

《中国农药》及《年鉴》平台，最大限度地展示本企业品牌和产品发展

中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敞开企业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望热心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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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人士踊跃发表自己的论述、见解和心得，介绍国内外值得关注的

新产品，热烈欢迎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企业形象。

为更好地做好企业宣传服务，协会将对在《中国农药》及《年鉴》

作广告宣传的企业实行套餐优惠政策：凡选择其一做广告的，在另一媒

体中相应价位给予六折广告优惠（四封广告除外）。

联系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段又生、罗  艳、邵姗姗

联系电话：010-84885035  010-84885145

宣传策划：周福兵、李  超、罗义燕

联系电话/传真：010-88578681

附件一：《中国农药》期刊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权利与义务

附件二：《中国农药》合作伙伴单位确认表

附件三：《中国农药》月刊（2015年度）宣传确认表

附件四：《中国农药工业年鉴》（2015年卷）宣传确认表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2



附件一：《中国农药》期刊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权利与义务

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权利与义务

一、关于中国农药合作伙伴成员单位

中国农药合作伙伴成员组织是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牵头并组织，广

大农药企业自愿参加，旨在为加强企业宣传和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提供

有价值服务的组织。

中国农药合作伙伴成员单位由战略合作伙伴单位20家和合作伙伴单

位（名额不限）组成。各合作伙伴成员单位代表由单位负责人或委托人

出任。理事长、秘书长分别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相关领导担任；秘书处

设立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合作伙伴每届2年，合作伙伴期满后可协商连

任。 

二、合作伙伴成员单位工作范围

为提高中国农药企业宣传效果，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中国农药工

业协会将整合中国农药杂志、农药工业网、农药工业年鉴等协会信息化

服务资源；同时，协调组织国内外相关媒体传播和宣传策划力量，为成

员单位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宣传服务。

中国农药合作伙伴成员单位组织将利用协会各种媒体形式为成员单

位企业提供宣传服务。同时，还将针对成员单位企业的特殊需求，开展

个性化定制宣传服务；以及围绕部分成员单位的共性需求，策划组织开

展有社会影响力的活动等。

三、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权利与义务

中国农药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权利包括：对组织各项事业有表决权；

参加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对组织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中国农药合作伙伴成员单位义务包括：遵守各成员单位共同的决

定，认真履行成员职责；积极参加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承担组织委托

的工作；对组织的活动经费给予积极支持。

战略合作伙伴单位每年年费5万元；合作伙伴单位每年年费2万元；

统一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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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加合作伙伴成员单位的宣传回报

（1）通过《中国农药》期刊对合作伙伴成员单位进行企业品牌形象

宣传。《中国农药》期刊每期刊登合作伙伴成员单位展示榜，内容包括

企业LOGO及单位名称、负责人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

（2）合作伙伴成员单位优先享有“封面宣传”权利，并享有8折优

惠，“封面宣传”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形象展示、当期企业专访、赠送20

本当期《中国农药》；

（3）《中国农药》期刊全年为战略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提供彩色版

10期（封面除外）；全年为合作伙伴成员单位提供彩色版4期（封面除

外）；

（4）战略合作伙伴享受在《中国农药》和中国农药工业网（www.

ccpia.com.cn）免费刊登企业动态新闻，在中国农药工业网为企业网页

免费提供30天链接服务的权利；

（5）合作伙伴单位在《中国农药工业年鉴》做广告实行六折优惠

（四封广告除外），优先为合作伙伴在《年鉴》上安排四封广告及其它

最佳版位；

（6）每期赠送战略合作伙伴成员单位《中国农药》10本，最新版

《中国农药工业年鉴》2套；每期赠送合作伙伴成员单位《中国农药》5

本，最新版《中国农药工业年鉴》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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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国农药》合作伙伴单位确认表

《中国农药》合作伙伴单位确认表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职务 电话 手机

本工作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网    址 E-mail

内容选项（请在类别后面划“√”）

战略合作伙伴单位 人民币5万元

合作伙伴单位 人民币2万元

合计费用（大写）： 汇款日期 年   月   日前

户 名：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六铺炕网点支行

帐 号：02000  22309  00681  9039 汇款请注明：中国农药 

注：1. 请仔细填写上表，传真至010-88578681

    2．联系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段又生、罗  艳  

联系电话：010-84885035  010-84885145

宣传策划：周福兵、李  超、罗义燕

联系电话/传真：010-8857868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16号楼中国化工大厦13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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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国农药》月刊（2015年度）宣传确认表 

《中国农药》月刊宣传确认表

（2015年）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职务 电话 手机

本工作联
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网  址 E-mail

版位 价格 版位 价格 版位 价格 版位 价格

封面 30000元 封底、前首 20000元 封二 15000元 封三 10000元

彩色普页 5000元 黑白普页 2500元 彩色1/2  3000元 彩色1/4 1500元

刊登月份（请在当期要刊登位置后面划“√”）

刊登月份 刊登版位 价格   刊登月份 刊登版位 价格

1月刊 7月刊

2月刊 8月刊

3月刊 9月刊

4月刊 10月刊

5月刊 11月刊

6月刊 12月刊

合计价格（大写）： 汇款日期 年  月  日前

户 名：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六铺炕网点支行

帐 号：02000  22309  00681  9039 汇款请注明：中国农药

注：1. 请仔细填写上表，传真至010-88578681

2. 联系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段又生、罗  艳

联系电话：010-84885035  010-84885145

宣传策划：周福兵、李  超、罗义燕

联系电话/传真：010-8857868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16号楼中国化工大厦13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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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中国农药工业年鉴》（2015年卷）宣传确认表

《中国农药工业年鉴》宣传确认表

（2015年卷）

单位名称                                                    （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职务 电话 手机

工作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网    址 E-mail

宣传价格

版位 价  格 赠送 同意签字 版位 价格 赠送 同意签字

封面 80000元 5本 封二 60000元 3本

封底 60000元 3本 封三 50000元 2本

前首 50000元 2本 前2-10 10000元 1本

后首 30000元 1本 普通彩插 8000元 1本

黑白页 4000元 1本

合计费用及汇款信息

合计价格（大写）： 汇款日期 年    月    日前

汇 款
方 式

户 名：北京中农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市工商行六铺炕分理处

账 号：02000  22309  00681  9039 用  途：《年鉴》宣传

注：1. 在《中国农药工业年鉴》进行宣传，同时可享受在《中国农药》期刊宣传六折优惠（四

封广告除外）。

2. 请仔细填写上表，传真至010-88578681

3. 联系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段又生、邵姗姗

联系电话：010-84885035  010-84885145

宣传策划：周福兵、李  超、罗义燕

联系电话/传真：010-8857868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16号楼中国化工大厦13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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