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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15）30号

关于报名参加“第十五届全国农药交流会
暨农化产品展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第十五届全国农药交流会暨农化产品展览会将于2015年10月

27日～30日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围绕“推动中国制造升级，实现

绿色创新发展”的主题，打造中国制造升级新优势，推动绿色发展

迈向更高端，关注行业新法规的颁布与实施，聚焦中国农药工业转

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与全面推进责任关怀、追踪跨国

公司发展战略调整及剖析全球农药市场等热点话题，引导企业在创

新能力薄弱、行业利润下滑的背景下，深挖潜力，苦练内功。本次

大会将邀请国家工信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领导、国内外资深专

家、学者、优秀企业家等作精彩演讲，针对目前国内外农药市场现

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展开广泛讨论，将举办“第十届作物保护国际论

坛”、“第十届市场采购与服务国际论坛”、“第七届中国农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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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峰论坛”、“2015中国农药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中印农药

企业家高端对话和农化产品展览会。同期将举办“第八届中国农药

创新贡献奖”颁奖活动，发布中国农药行业第三批获得HSE认证的企

业名单及中国农药行业企业出口30强榜单。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本届大会主题：“推动中国制造升级，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二、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5年10月26日13:00～22:00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27日～29日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酒店（上海市浦建路38号）

展览会时间：2015年10月28日～30日，开幕式28日9:00～9:30

展览会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H1、H2馆（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

路1099路）

三、会议日程

时间 会议 地点

2015年10月26日16:00-18:00 第九届七次常务理事会 喜来登由由酒店

2015年10月27日09:00-17:00 主题大会（扬农论坛） 喜来登由由酒店

2015年10月28日 09:00-17:30

第十届作物保护国际论坛 喜来登由由酒店

第十届市场采购与服务国际论坛
（仁信论坛）

喜来登由由酒店

2015年10月29日09:00-12:00

第七届中国农药工业高峰论坛
（福华论坛）

世博展览馆

2015中国农药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世博展览馆

2015年10月29日14:00-17:30 中印农药企业家高端对话 喜来登由由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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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内容

（一）主题大会（扬农论坛）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务

1 我国石化行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李寿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常务
副会长

2 新形势下的农药登记管理 隋鹏飞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所长

3 新技术对农药开发的影响 席　真
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
主任

4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农药的影响 高祥照 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专家

5
“十三五”我国农药工业发展规划
思路

曹承宇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6 创新提升扬农制造 周景梅 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二）第十届作物保护国际论坛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务

1 农药创制的新思路 刘长令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 农药次新化合物开发的环境风险分析 姜　辉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环境审评处处长

3 “十二五”农药创新成果回顾 黄文耀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科技
合作部主任

4 农药企业风险辨识与管控
Martin 
Clark

前陶氏益农全球质量和HSE负责人

5 农药新产品田间药效实验评价 杨　峻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药效审评处处长

6 中国农业害虫抗性研究 高希武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

7 工厂装置设备的优化与提升 陆汉君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工程技术中心
高工

8 农药减量形势下的应用技术创新 袁会珠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9 我国蔬菜病害发生现状及防治 李宝聚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研究员



-4-

（三）第十届市场采购与服务国际论坛（仁信论坛）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务

1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市场的采购
Sophie 
Logez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事务负责人

2
近三年全球销售额过亿的农药产品
市场分析

Matthew 
Phillips

Phillips McDongall咨询公司
咨询师

3 全球农药法规变化与Agrocare的使命
Jürgen 
Wenzel

Agrocare主席

4 先正达在中国的采购 Tom Gray 先正达公司全球采购总监

5 南美市场开拓心得 张爱娟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 陶氏益农亚太区外包生产战略 王　晨 陶氏益农亚太区外包生产总监

7
中越农药贸易发展趋势及越南的农
药生产情况

越南农药工业协会

8 非农业用药的现状与前景 张一宾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四）第七届中国农药工业高峰论坛（福华论坛）

会议主题：跨界发展中的农药

上半场：“飞防”带来的变革

拟邀请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艾津植保有限公司、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安阳全

丰航空植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老总分享变革体会。

下半场：互联网+农药

拟邀请田田圈、农医生、纷享销客、农一网等触电大佬畅谈

“落网”感受。

（五）2015中国农药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序号 报告题目 公司名称

1 甲基咪草烟合成技术 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

2 高效杀菌剂丁香菌酯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3 新烟碱类农药杀虫剂哌虫啶 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RAN 
QUANG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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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烟嘧磺隆原药新工艺 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水分散粒剂生产技术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百草枯颗粒剂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

7 二维码在农药中的应用 励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 先正达新产品介绍—福亮、绿妃和卢迈克斯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9 稻清，巴斯夫创新型的水稻产品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10 可分散油分散悬浮剂产品与技术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六）中印农药企业家高端对话

中国、印度两国农药企业家就农药和中间体的生产、贸易、科

研开发等进行较为深入的交流。会议场地有限，将邀请企业参加。

五、会务费及报名办法

1．会务费：即日起至10月15日前报名并交纳会务费（含资料

费、餐费等，食宿费自理）会员单位2500元/人，非会员单位2800元

/人，款到后发送参会确认单；10月15日以后及现场报名，会员单位

会务费2900元/人，非会员单位3200元/人。单场会议费用2000元/

人。同一单位报名5人免1人会务费。

2．联系方式：参会回执请登录中国农药工业网www.ccpia.com.

cn或www.agrochemex.net下载，回执反馈邮箱CCPIA_JLH@126.com，

传真号码：010-84885001，010-84885255

会议咨询：

汪苏美：010-84885106

范东升：010-84885920

段又生：010-84885035

展会咨询：

路　鹏：010-8488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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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艳：010-84885907

陈　思（财务）：010-84885002

3．汇款方式

汇款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账　　号：0200022309014426780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地安门支行六铺炕网点支行

开户银行行号：102100002239

4．酒店预订

本次会议酒店预订工作由上海盛博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参会代表住宿安排，联系人：丁斯维13701663833，021-64387722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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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五届全国农药交流会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邮编 　 电子邮箱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职务 单位电话 手 机 E-mail地址

　 　 　 　 　

　 　 　 　 　

　 　 　 　 　

          

　 　 　 　 　

合计参会人数：__________  人； 会务费金额：_________元

需要开具发票的类型（请打√）：增值税普通票□   增值税专用票□

备注：开具专用票需要下载“专用发票需提供的财务信息”表。

友情提示：会议指定与推荐房间信息请登录：http://www.agrochemex.net查

询，由于上海正值旅游旺季，房间数量有限，只能优先保证提前付款代表住

宿，敬请谅解。

备注：

1、此次会议指定接待服务公司为上海盛博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参会代表预

订房间请与上海盛博商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丁斯维，联系电

话：13701663833，（021）64387722；传真：(021)64413313；

2、请填写手机号码，有关会议动态将会以短信方式及时通知您；

3、参会代表回执方式：传真：010-84885001　84885255 

   电子邮件：CCPIA_JLH@126.COM (标题注明：回执表) ；

4、如需帮助，欢迎拨打010-84885106,84885920,84885035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