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17）31号

关于召开第六期中国农药行业HSE高峰论坛暨工

艺安全管理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大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健康问题，

企业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日益成为社会、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关注的重点，

企业和HSE人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面临的法律和道德风险也越来越高。近

几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制造业持续不景气、盈利压力大，农药行业

也不能独善其身，一方面企业开源节流的需求迫切，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对企

业HSE的要求和期待逐渐提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开展企业的HSE管理工

作？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国内农药企业如何提高自身HSE管理以促

进与跨国企业接轨与合作？在这里，你将找到满意的答案！

本次论坛将邀请来自国家安监局的领导、国内外企业的HSE高管、工艺安

全业内翘楚等资深专家为您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讨论企业如何在HSE管理方

面克服困难，推动农药行业HSE管理的持续发展，并实现企业在HSE管理方面和

HSE人自身的成长与进步。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们齐聚一堂，向HSE人传道授业

解惑，将成为您专属的导师！

无论您是企业的高管、HSE相关部门管理人员、HSE技术人员、生产人员，

这里都有您期待的惊喜！相约2017年8月HSE杭州峰会，我们携手国家安监局领

导、HSE资深专家和国内外企业HSE高管等您的到来！本次论坛特设专家答疑及

实地参观学习拜耳工厂环节！届时协会将为所有参会者颁发培训证书！

一、会议内容：

（一）专家讲座（8月28日-29日上午）



【安全没有捷径，但学习有！——海内外企业的HSE高管、HSE领域大牛

们集结于此，向您传授秘诀】

（以下为拟定专家及题目，届时请以会议实际内容为准）

演讲主题（摘要及专家简介见本部分结尾处）

1.如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报告人：汪卫国   国家安监总局研究中心安全研究咨询处处长

2.陶氏化学安全仪表系统（SIS）/保护层分析（LOPA）实践经验分享

报告人：徐新良   陶氏化学亚太区高级工艺安全经理

3.农药制剂生产过程中的HSE管理

报告人：何振都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工厂EHS经理

4.安全标准化及其应用

报告人：张明广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学院博士

5.杜邦安全领导力与运营风险管理

报告人：罗秀军   杜邦中国教育与培训总监

6.农药生产企业常见事故隐患排查

报告人：陆汉君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上海办事处专家

7.化工企业安保脆弱性（SVA-securit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分

析与应用

报告人：徐新良   陶氏化学亚太区高级工艺安全经理

8.国内企业HSE管理经验分享

报告人：庄文栋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9.先正达对供应商的HSE新要求

报告人：张剑龙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供应商工艺安全经理

10.工艺设计阶段HAZOP分析经验分享

报告人：庄肖俊    迈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工艺安全经理

11.作业许可证（work permit）的应用及管理

报告人：张生桥    陶氏化学大中华区EHS总监

12.农药企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甄别与防护

报告人：马吉深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 EHS总监



（二）专家答疑与交流（8月28日晚）

【每位专家报告不足一小时，你是否也觉得意犹未尽？你是否也在期待专

家的一对一解答？我们知你所想，设置专家答疑专场来满足你的求知欲】

你不必到处搜集专家的联系方式，你也不必找门路去向专家请教！就在

8月28日晚7点30分，我们为你设置专家答疑环节，请专家们齐聚一堂。在这

里，你不需要关心你能问什么问题，你只需要知道自己要问什么问题！工厂

HSE管理问题、具体HSE技术问题，不管它是HSE理论还是HSE实践中遇到的困

难，专家们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你解答！HSE专家们准备好了，那么你的

问题准备好了吗！

（三）参观实践学习（8月29日下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让你听大咖们的传授，还不够，我们还精心

为你准备了参观实践学习，精彩继续，一定不要错过】

参观拜耳作物科学（杭州）工厂，聆听专家现场介绍拜耳HSE管理实践，让

你置身于优秀跨国企业之中，切身感受拜耳工厂实际状况、HSE管理、HSE文化。

（四）报告摘要及专家简介

1.报告主题【如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报告人：汪卫国   国家安监总局研究中心安全研究咨询处处长

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研究咨询处是负责全国安全生产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

略，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及制定的机构，其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汪卫国先生已负责该处工作多年，是国家一级安全评价师、第五届国家安全生

产专家组专家。汪处长曾多次受邀为我们农药行业做相关报告。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这句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然而如何对这一方

针的具体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切

实落实。本次论坛，我们有幸再次邀请汪卫国处长专门就这一主题，从政府和

企业的双重角度，结合他个人的心得体会及具体案例，为我们做精彩的报告。

此刻，汪处长既是政府领导，也是你的导师！

2.报告主题【陶氏化学安全仪表系统（SIS）/保护层分析（LOPA）实践经

验分享】

报告人：徐新良   陶氏化学亚太区高级工艺安全经理

如果把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比作全身体检，那保护层分析



（LOPA）就是对症下药。作为沟通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重要桥梁与纽带的半

定量风险分析工具——LOPA让你的“钱”花在刀刃上，让企业的安全生产资源

配置更合理！那么LOPA是什么？LOPA应用的规则有哪些？LOPA和安全仪表系统

（SIS）有什么关联？工艺安全管理（PSM）领域资深专家，陶氏化学亚太区高

级工艺安全经理徐新良先生，将结合陶氏实践经验为大家详细讲解SIS/LOPA！

徐新良先生曾在多家跨国公司从事工艺安全工作，目前是陶氏化学亚太区工艺

安全负责人，兼任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工艺安全委员会委员、美国

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中国技术委员会成员，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CPCIF）过程安全筹委会主席。不管你是新人入门，还是达人修炼，都要

把握此提升自我的良机！

3.报告主题【农药制剂生产过程中的HSE管理】

报告人：何振都   巴斯夫植物保护（江苏）有限公司工厂EHS经理

提起农药合成过程中的HSE管理，大家都能耳熟能详，而对农药制剂生

产过程中的HSE管理问题，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认识？又有多少人能如数家珍，

一一说明？交叉污染固然是农药制剂生产中最致命的危害之一，然而农药制剂

生产过程中的HSE问题也不容忽视！此次论坛我们特地邀请了来自巴斯夫制剂

工厂的EHS经理何振都先生，为大家介绍巴斯夫如东工厂制剂生产及分析质检

过程的HSE风险分析，并分享巴斯夫风险管理最佳实践案例。何振都先生是国

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国家二级安全评价师及ISO体系审核员，有着十几年的外

资企业HSE管理经验 ，熟悉HSE相关法律法规及HSE管理体系。让我们跟随何振

都先生一同“参观”巴斯夫制剂工厂，学习农药制剂生产过程中的HSE风险评

估和管理！

4.报告主题【安全标准化及其应用】

报告人：张明广   南京工业大学安全学院博士

浓缩不一定都是精华，但这一小时的报告我们只讲精髓！随着安全生产

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企业对安全生产标准

化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然而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有些企业甚

至困惑，安全标准化与HSE体系、ISO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区别与联系？针对您的

问题和困惑，受邀而来的南京工业大学安全学院的专家——张明广博士，将为

你指点迷津！张明广博士是江苏省安全生产专家，江苏省城市应急协会兼职研



究员。曾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法国马恩拉瓦雷大学等国际优秀院校开展化工

过程安全相关合作。共同研究化工本质安全理论及技术、危险化学品固定（移

动）装置定量风险评价及控制技术等。在这里，你将听到世界前沿技术的分

享，得到最实际的指导！

5.报告主题【杜邦安全领导力与运营风险管理】

报告人：罗秀军   杜邦中国教育与培训总监

企业生产事故频发，到底原因何在？运营风险管控失效，就可能导致事故

的发生，事故不仅摧毁员工的健康与生命，还会导致企业财产、声誉受损，甚

至企业的正常经营被迫中断……如何管控运营风险、管控事故？领导层的安全

领导力尤为关键！杜邦教育与培训专家罗秀军先生受邀出席此次论坛，他将和

大家分享杜邦公司通过强化安全领导力来管控运营风险的方法，介绍领导层风

险管理策略的制定、安全文化建设的模型，并讲解管理团队如何推动企业安全

文化建设、构建安全长效机制等。罗秀军老师是清华大学化学与国际工商管理

双学位硕士，有14年国际管理咨询经验和8年化工企业管理经验。罗老师将带

着杜邦的安全文化真经和自己二十几年的经验积累，远道而来，只为与你在论

坛上来一场酣畅淋漓的交流与分享！你还在等什么！

6.报告主题【农药生产企业常见事故隐患排查】

报告人：陆汉君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上海办事处专家

陆汉君先生在农化生产领域从业多年，曾先后在陶氏、拜耳等知名跨国企

业及中旗化工、永农生物化学等多家国内农药生产企业担任企业高管，负责生

产、技术及安全环保健康等工作，是一位实际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专家。

陆汉君先生带来的“农药生产企业常见事故隐患排查”报告将结合他多年在农

药生产第一线的打拼经验，通过具体实例帮助我们排查梳理农药生产过程中所

存在的安全环保健康的事故隐患，并对事故诱因进行分析，对事故隐患的管控

为大家支招，陆汉君先生接地气的报告定会引起你的共鸣和反思，请不要错过

一线专家陆汉君先生的精彩分享！

7.报告主题【化工企业安保脆弱性（SVA-securit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分析与应用】

报告人：徐新良   陶氏化学亚太区高级工艺安全经理

2001年911事件后，安保脆弱性分析（SVA）作为一种新的风险分析工具逐



渐被重视和使用，用于评估对工厂或设施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负面威胁或攻击

时（包括盗窃和挪用），导致严重外界影响的风险。目的是找出攻击的漏洞，

需要的时候进行安保升级，以降低风险。SVA从事故情景的后果严重性，潜在

攻击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事故情景下的成功概率来计算风险。化工厂内存在大

量危险化学品，一旦受到外部或内部的负面攻击，极易发生重大事故，对化

工厂及周边的社区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这个危险状况就与化工厂安保息息相

关。陶氏化学徐新良先生将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Sandia VAM-CF方法来对工厂

进行SVA评估，找出攻击的漏洞！SVA作为半定量的一种分析方法，共有13 个

基本步骤，此次徐新良先生的报告将着重介绍其中的8个，并分享陶氏公司的

一些实际做法。紧随工艺安全管理技术发展的步伐，SVA你不可不知！

8.报告主题【国内企业HSE管理经验分享】

报告人：庄文栋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近年来，国内农药企业对HSE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越来越高，整改和提

升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减，主动申请并通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HSE初审和复审的

企业数量不断攀升。此次论坛，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些企业的代表利民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庄文栋先生，来为大家做报告。庄文栋先生将以其亲身经

历与大家分享国内企业提升HSE的心路历程，包括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困难和挑

战。利民化工是杜邦、拜耳等多家跨国公司的稳定供应商，分别于2013年和

2016年通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HSE初审和复审。庄总本人在利民化工HSE管

理岗位已经奋斗了十余年，在国内农药企业HSE管理提升方面颇有心得，并且

成绩显著。让我们与庄总来一次实实在在的促膝谈心吧！企业HSE水平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9.报告主题【先正达对供应商的HSE新要求】

报告人：张剑龙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供应商工艺安全经理

如果你已成为跨国企业的供应商或正在努力寻求与跨国公司合作的路上，

那你要来！如果你与跨国企业对供应商HSE要求还有段距离，那你更不能错过

此次报告！跨国公司对供应商的HSE要求，可以是你的企业内审的依据、也可

以是你的企业努力的目标！先正达中国供应商工艺安全经理张剑龙先生将围绕

着“先正达对其供应商的HSE新要求”这个主题，展开报告，他将介绍先正达

在2014年启动的中国供应商工艺安全改进项目，及先正达如何强化对关键工艺



安全管理要素（工艺安全信息、工艺危害分析）的审计要求等。张剑龙先生有

着三十年的农化行业 HSE 管理、生产管理、工程技术工作经验，也曾在富美

实（FMC）等多家跨国公司担任相关要职。抓住让企业成长的机会，张剑龙先

生的精彩分享不容错过！

10. 报告主题【工艺设计阶段HAZOP分析经验分享】

报告人：庄肖俊    迈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工艺安全经理

工艺设计阶段就引入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是国内法规对“两重

点一重大”的要求，也是加强整体工艺本质安全的常用举措之一。但有多少企

业真正做到了？工艺设计阶段的HAZOP分析的要点又是什么？另外，如何让你

的HAZOP分析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让我们从迈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艺安全经理庄肖俊女士的报告中寻找答案吧！庄肖俊女士在加入迈图前，曾

就职于巴斯夫、及中石化燕山石化设计院等多家企业，从事工艺设计及工艺安

全管理等相关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工艺设计及工艺安全管理工作的经验。此次

她将以间歇反应、高温、高压、高毒等高危反应为实例，解剖企业在HAZOP应

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教会大家如何利用现有资料和现行标准找出设计中潜在

的危险隐患，她还会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讲解在工艺安全设计阶段遇到的

典型问题及解决方案。

11. 报告主题【作业许可证（work permit）的应用及管理】

报告人：张生桥    陶氏化学大中华区EHS总监

大量数据显示施工作业现场80%的火灾、爆炸、重伤、死亡事故是由于作

业许可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也就是说施工作业中大部分此类事故是可以避免

的，只要你的作业许可管理执行到位！相信去年参加过协会HSE论坛并参观过

陶氏化学张家港工厂的人，都认识曾经担任陶氏化学张家港工厂总经理，目前

是陶氏大中华区EHS总监的张生桥先生，张生桥先生将在此次论坛中花一个小

时的时间，结合实际案例向大家详细讲解作业许可证，特别是动火和受限空间

进入这两种作业证的使用及管理。他也将列举作业证使用方面最容易出现的误

区并为大家支招。张生桥先生在陶氏化学工作二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

生产及HSE管理工作，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张生桥先生的报告一定会让您对作

业许可证的实施和管理方面的认识更上一个新台阶！



12.报告主题【农药企业职业危害因素的甄别与防护】

报告人：马吉深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 EHS总监

你的企业是否开展了职业危害因素分析？你的企业是否开发了个人防护

用品矩阵（PPE Matrix）？你是怎样保障员工佩戴的个人防护用品与其职业危

害相匹配的？只有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充分辨识你的企业所面对的职业危害因

素，才能有的放矢的做好预防与防护！此次论坛，我们的老朋友拜耳作物科

学中国区总监马吉深先生将为大家全面介绍拜耳公司的职业危害和健康管理体

系，分享拜耳甄别职业危害因素的方法，教你如何针对本企业的职业危害因素

建立员工个人防护用品的矩阵，让你企业员工的个人防护用品“戴的恰到好

处”！马吉深先生在拜耳工作近二十年时间，先后负责生产管理、HSE管理等

工作，对拜耳的HSE体系有深入认识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此经典报告，你值

得拥有！

二、参会人员

农药企业总负责人（厂长、总经理）、HSE负责人、生产负责人、班组

长、车间主任，安全注册工程师等相关人员。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6年8月27日13:00～18:30报到。

会议时间：2016年8月28日～29日

会议地点：杭州金马国际酒店（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文化路1号，酒店交

通指南及地图见附件）

四、主办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众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五、会议事项

（一）参会报名办法：

即日起至8月6日报名并交纳会议费（含会务、资料、餐饮） 3500元/人.

8月6日以后及现场报名人员会议费3800元/人。代表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

排，其中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优惠一】（8月6日前报名参会）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以上每企业3人及以上参会可享受优惠，

3100元/人；



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每企业3人及以上参会可享受优惠3300元/人；

非会员每企业5人及以上参会可享受团体优惠，3300元/人。

【优惠二】

参加过2016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的HSE高峰论坛的企业，以企业为单

位，此次参会人员在以上优惠的基础上报名费减免100元/人。

【优惠三】

会议结束后，协会将免费为所有参会人员颁发培训证书！

（二）参会费汇款信息：

单位名称：上海众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 户：446867517979

（三）报名方法

参会代表请填写回执表（见附件1），并请于8月6日之前发传真或电子邮

件至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上海办事处。

（邮箱：ccpiash@126.com，传  真：021-60932679。）

（四）参观须知：

◆着装要求：必须是长袖和长裤。不得穿短袖体恤或短袖衬衫、短裤等类

似服装，女士不得穿裙子和七分裤。

◆不得穿凉鞋及高跟鞋进入厂区（鞋面必须将脚全包裹）。

◆进入工厂手机必须关机。

◆进入工厂禁止拍照。

◆不得携带非防爆的电子设备。

◆进入工厂请听从领队指引和安排。不得私自行动，擅自进入其他非公开

区域。

◆厂区内请走人行通道，不得任意在工厂内穿行，以防事故。

◆工厂内禁止大声喧哗，嬉笑打闹。

◆不得随意触碰工厂设备和仪表。

◆进入工厂前禁止饮酒。

◆工厂内不得奔跑。遇到紧急情况请听从领队指令，有序撤离现场。

◆必须遵守公司的其他相关管理规定。如有疑问，请联系工作人员。



◆如果发现有严重违反访客纪律的，将立即请其离厂，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还将记录在案，以后将谢绝参加类似活动。 

六、会议联系方式

周利平：021-60932675-861，159 2176 7818

张  槟：021-60932675-808, 152 1677 8447

王丽东：021-60932675-864, 135 2450 4916

邮  箱：ccpiash@126.com   

传  真：021-60932679

地  址：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427号1号楼202室 

邮  编：200023

          

二○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附件1  回执表

第六期中国农药行业HSE高峰论坛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税号（开票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邮编 电子邮箱

（以上信息用于发票邮寄，务必填写清楚）

参会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住房登记

是否要求安排住宿： 是 否

宾馆 房间
单价，含早
（元\天•间）

预定房间数 入住天数

杭州金马国际酒店
大床房
/标间

300

参观拜耳工厂登记

是否参观： 是          否

参观人员登记（拜耳公司规定，必须提前填报，如不填报则无法参观）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备注：

1.以上信息用于提前整理通讯录信息，请务必填写完整；请填写电子邮箱地址，用于

会前发送参会确认单或会议信息；

2.回执发送方式：邮箱：ccpiash@126.com,传真：021-60932679；

3.酒店房间数量有限，先报到先办理入住。住满后会调整到周边宾馆住宿，敬请谅

解；

4.请填写手机号码，我们将以短信方式通知您会议相关信息。



附件2  酒店地址及交通指南：

杭州金马国际酒店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文化路1号

出发地点 打车 公共交通

杭州站

（城站）

14千米，约

40元

地铁1转4转2，约60min

（1号线城站上车，近江站转4号线，钱江路站转2号线，人

民路站下车，A1口出，步行800米）

杭州东站
20千米，约

50元

地铁4转2，约60min

（4号线火车东站上车，钱江路站转2号线，人民路站下

车，A1口出，步行800米）

杭州萧山机场
25千米，约

61元

机场大巴萧山城区线转710路，约90min

（萧山机场站上车乘机场大巴萧山城区线，萧山汽车总站

下车，换乘710路，牛角湾站下车，步行130米）

杭州汽车客运

中心（九堡）

21千米，约

52元

地铁1转4转2，约约70min

（1号线客运中心站上车，彭埠站换乘4号线，钱江路站转2

号线，人民路站下车，A1口出，步行800米）

酒店位置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