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18）10号

关于召开第六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

加工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新《农药管理条例》、环保排污许可证等法规政策的实施，将

进一步规范行业的行为，也是推动农药企业不断提升的动力，农药

行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为及时把握行业发展动态，了解国内

外制剂研究成果，促进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农药制剂生产技术的

提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定于2018年4月25日至28日在安徽省合肥市

举办“第六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

主题是“创新、绿色、精准、提效”，将邀请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和

行业专家讲解农药制剂在新《农药管理条例》下的研发要求；讨论

制剂加工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国内外制剂研发动态。研讨会旨在

加快我国农药制剂的升级，提升农药制剂加工技术水平，提升竞争

力。

为做好会议相关工作，保证会议顺利进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

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主题大会

1.宏观报告专题

1）农药新政对农药制剂研发要求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2）创新驱动，助力企业新形势下生存与发展 

  上海农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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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准施药及新的植保技术对制剂产品的要求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杜凤沛

4）农药减施及施药技术变革下农药助剂研发应用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教授级高工  张宗俭

2.国外制剂研发动态专题

1）国外主流剂型的分析与预测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剂型研发总监 巨育红

2）助剂对药效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质量经理  鲁忠华

3）增效助剂研发与评价

  禾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全球大客户技术经理  Han Rieffe

4）悬浮剂的增效稳定性研究

  赢创农化事业部研发创新总监  Rene Haensel/薛芃

3.助剂研发动态专题

1）高分子材料在农药制剂研发中的应用与评价

  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秦敦忠

2）大数据表面活性剂/溶剂/水三相相行为的研究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作物防护研发经理  陆威

3）用于传统剂型改进的功能高分子助剂及实例

  汕头市大千高新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磊

4）高工效制剂的开发与应用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总配方师  卢瑞

4、国内制剂研发动态专题

1）控释技术在提高药效中的应用

  联合国南通农药剂型开发中心主任  仲苏林

2）农药有效成分与剂型选择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  陈福良

3）种子处理剂的研究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化学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   刘西莉

4）农药制剂优化与提高利用率的探讨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张小军

5）将过专利保护期产品（3-5个）的几种剂型对比

  北京宇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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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如何快速建设高质量的智能农药制剂

车间

 江苏金旺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随家

更多精彩报告正在征集中，内容如有变动，以会议日程为准。

（二）专题报告会

1、25日晚专题会。

   1）“比利时TENSIOFIX农用助剂介绍和油酸甲酯在农药领域的应

用”专题会；主讲单位：上海特斯克化学有限公司、中兴农谷湖北

有限公司等。

   2）“智能化、数字化生产线技术” 专题会；主讲单位：安徽华

星化工有限公司、江苏金旺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

2、26日晚专题会

   “农药环保助剂的应用”专题会；主讲单位：江苏擎宇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和赢创特种化学(上海)

有限公司等。

（三）农药生产企业现场参观（限300人）

时间：4月28日

参观单位：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8年4月25日13:00至21:00

会议时间：2018年4月26～28日，会期3天

会议地点：安徽·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繁华大道10555号）

三、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会议承办：中国农药行业制剂创新产业联盟

联合主办：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苏金旺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赞助：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四、会议事项

（一）会议报名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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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苏美（010 - 84885106、 13811997338）

丁玉光（010 - 84885196、 13791808307）

（二）宣传合作咨询方式:

李  慧（010 - 84885106、 13811198258）

黄华树（010 - 84885352、 13911895456）

传  真：010 - 84885001    电子邮箱：ccpia_zjh@126.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16号楼920室（邮编：

100723）

（三）报名办法

1、会务费标准：会务费2500元/人（含资料、会期餐费等），4

月9日前报名并交纳会务费，享受会务费2200元/人优惠。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员单位享受2200元/人优惠；协会理事单位

及中国制剂产业创新联盟成员单位享受会议团体报名5人免1人会务费

优惠。

2、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3、汇款信息

汇款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帐    号：0200022309014426780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六铺炕支行 

（四）参会代表请填写回执表（见附件一，可登录“中国农药工

业网（www.ccpia.com.cn）” 下载），并于4月9日前将报名信息发

送至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指定邮箱ccpia_zjh@126.com完成报名。

（五）会议设有赞助合作方案及展台、桁架广告等企业形象宣传

方式（详见附件三），敬请关注。

附件一：第六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讨会回执表

附件二：发票信息表

附件三：赞助合作方案

附件四：展位平面图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



附件一： 

第六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讨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邮编

联系人 　 手机号码 QQ号　

电子邮箱

参  会 　人　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参观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是      □否

住房登记（入住时间： 2018年4月25日，合住按0.5房间计）

是否要求安排住宿                □是       □否

入住酒店 房间类型 单价（元/天/间） 预定房间数 入住天数

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
标准间 340（含双早)

单间 340（含双早)

附件二：

发票信息表
增值税普通发票（必填）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需要开具专票，必填）

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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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请详实填写回执表和发票信息表，以便我们做好各项会务

服务工作；回执发送方式：邮箱：ccpia_zjh@126.com，传真：010-

84885001；

2．参会确认信息将以短信或者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您，请注意查

收；

3．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房间数量有限，请于4月9日前预订。满

房后将安排其他酒店，敬请谅解；

4．合肥丰大国际大酒店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繁华大道

10555号，总机：0551-62236666；

5．乘车路线：

（1）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距离46公里，打车42分钟； 

（2）合肥南站：距离8公里，打车20分钟；公交57/T7路到莲花

路下车；      

（3）合肥火车站：距离17公里，打车30分钟；公交1路到江淮

站转707路，明珠广场东下车；

6．会议指定QQ交流群：农协-制剂技术研讨 279900630；

7．4月28日现场参观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后，会议组委会

将安排车辆送至南京南站或合肥南站，请各位参观代表提前计划行

程，具体参观行程安排会议报到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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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赞助合作方案

一、赞助单位（4家，10万元/单位）

服务项目：（可选项目以协议签订时间为确定依据）

1、会议背景板赞助单位冠名

2、会议推广期间协办单位宣传（3个月宣传周期）

3、会议地标和指示牌广告冠名（各5组）

4、会场宣传横幅1块

5、会议通讯录广告（封面、封底、扉页、封四，以上项目选一）

6、资料分享区企业宣传资料一份（要求：A4纸，5页内，成册）

7、企业展示区展台一个

8、赠送参会名额3名

二、合作单位（2家， 5万/家或同等价值礼品）

服务项目：

1、参会代表礼品冠名（可由企业自主选择，礼品与主办方确认）

2、会议报告集插页广告1页

3、资料分享区企业宣传资料一份（要求：A4纸，5页内，成册）

4、企业展示区展台一个

5、赠送参会名额3名

三、其他宣传方式

序号 服务方式 费用/元

1 技术专题或产品发布会（并入大会日程，自行组织，时间为3小时） 80000

2 企业宣传展示（桁架喷绘） 50000

3 柱形广告柱 40000

4 会场杯垫（印刷企业logo） 20000

5 会议证件挂绳广告企业冠名 20000

6 会议餐券广告企业冠名 20000

7 会议听会券广告企业冠名 20000

8 企业展示区展台 20000

9 会议用笔、本（由企业提供） 10000

10 报告集封二、扉页、封四 10000

11 会议报告集彩色插页广告（1页，16开，20个） 8000

12 会议通讯录彩色插页广告（1页，16开，10个）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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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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