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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19）74 号

关于召开第三届中国农药行业质量
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质量强国战略，深入有效推进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在广大农药

企业中的应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拟于 2019 年 12 月 13-15 日在江苏镇江召

开第三届中国农药行业质量研讨会。 

　本次大会旨在为中国农药行业的质量工作者提供广泛交流的平台，共同

探索产品质量、质量管控和质量体系的提升方法，提出行业质量技术和质量

管理的共性问题，一起探讨解决方案。会议邀请了中国质量协会的领导，科

迪华、拜耳、先正达、富美实、伊士曼等跨国企业的资深质量管理者，以及

国内优秀农药企业的质量管理专家，将从不同方法、不同角度，分享最佳管

理实践，探索中国特色质量发展之路。

　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弘

扬工匠精神，表彰为中国农药行业质量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传

播行业正能量，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启动了“2019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质量人”

推选活动，推荐产生的优秀个人将和已通过 FAO/WHO 国际标准及 CIPAC 方法

的优秀农药企业一起，在本届研讨会期间进行发布和表彰。（申请要求及相

关事宜见附件一）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以下为拟定专家及题目 , 届时请以会议实际内容为准）

　　【演讲主题及嘉宾】

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路径

　　演讲人：中国质量协会秘书长助理，高级工程师 曹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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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辉

2. 中化南通工厂质量管理实践分享

　演讲人：沈阳化工研究院（南通）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质量经理 

3. 单个产品三个质量控制指标的解析

　　演讲人：科迪华农业科技亚太区制剂研发总监 巨育红博士

4. 全球农药界的话语权——国际标准

　　演讲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张静松

5. 质量事故案例分享

　　演讲人：国家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主任 顾爱国

6. 生物农药的生产及质量管控

　　演讲人：武汉科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经理 刘荷梅

7. 实验室管理要求及规范（QEHS）

　　演讲人：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质量经理  鲁忠华

8. 制剂工艺稳定性对最终产品质量一致性的影响

　　演讲人：富美实全球研发中心亚洲区制剂部经理 龙浩

9. 桶混助剂的研发动态及质量管控

　　演讲人：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教授级高工 张宗俭

10. 科迪华生产过程交叉污染风险管控分享

　　演讲人：科迪华亚太区质量总监 王国奎

11. 质量经济性分析及成本管理

　　演讲人：兴农药业 ( 中国 ) 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处长  杨玉君

12. 质量实验室的信息技术管理

　　演讲人：伊士曼化工质量工程师 沈小英

13. 质量管理工具大全及应用案例分享

　　演讲人：先正达中国区质量经理  高晶

14. 微囊悬浮剂（CS）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演讲人：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教授 吴学民

二、参会人员

　分管质量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厂长、技术、生产及质量管理人员、

登记、分析及与质量相关的人员。

三、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9 年 12 月 13 日 13: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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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14 日 -15日

　　会议地点：江苏省镇江市佰润粤海国际酒店（镇江润州区黄山南路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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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会报名办法：

　　即日起至11月22日报名并交纳会议费（含会务、资料、用餐）2500元/

人；11月23日以后及现场报名会议费2900元/人。

　　【优惠】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及以上每企业 3 人以上参会可享受优惠

2200 元 / 人；

　　会员单位每企业 3人以上参会可享受优惠 2300 元 / 人；

　　其他每企业 5人以上参会可享受团体优惠 2300 元 / 人。

　参加第二届中国农药行业质量大会并填写反馈表的参会代表可享受 100

元 / 人的优惠。

　　参会代表用餐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交通费自理。

2. 参会费汇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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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参会代表请填写回执表（见附件二）

六、会议联系方式

　　杨国璋：021-60932675*807  13611649894（会务）

　　熊  扬：021-60932675*857  18818211735（会务）

　　张静松：021-60932675*806  18458207205（会议合作）

　　王丽冬：021-60932675*864  13524504916（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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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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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9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质量人”申请及推荐程序安排

　　为了做好本次推荐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及推荐程序安排

　　1 企业推荐（10 月 22 日 - 11 月 20 日）

　　本次活动将采用农药企业推荐方式，组委会负责对所有推荐材料进行初

审，将符合推荐要求的候选材料提交专家评审团，推荐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基本要求的，不具备资格。

　　2 专家审核筛选（11 月 20 日 - 12 月 9 日）

　　专家根据推荐的申报材料进行筛选。

　　3 公示入围名单（12 月 9 - 13 日）

　　入围名单将于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微信平台上进行公示，并进行相关的推

广宣传。

　　4 名单发布（12 月 14 日）

　　推荐筛选结果将于 2019 年 12 月 13-15 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农药行业质

量研讨会”期间向社会公布“2019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质量人”名单，并进

行表彰

二、申请范围

　　参评条件：

　　1在目前工作单位（农药行业）的质量岗位上工作 5年以上。

　　2 业务能力突出：在工作中是业务骨干，能应用先进质量技术方法解决

业务难题，具有行业影响力和带动力，为组织的产品、服务和品牌打造做出

突出贡献。

　　3 创造突出的综合效益：工作成绩突出，所做工作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三、奖项设置

　　本次共评选中国农药行业优秀质量人 10 位（若符合要求优秀质量人不

足 10 位则以实际人数为准）。

四、申报材料及相关事宜

　　1 申报者需同时提交以下证实性材料（原件扫描版）：申报者个人技术

资格证书、个人从事重大质量工作（活动）取得实效的证实性材料、质量管

理科学研究成果、个人参与制定的质量政策文本、个人荣获质量荣誉等。

　　2 参评电子材料发送电子版至邮箱：ccpiash@126.com（主题注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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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2019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质量人”）；

　　书面材料邮寄至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上海办事处：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

427 号 1 号楼 202 室，联系人：熊扬

　　3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申请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六、联系方式：

　　熊  扬：021-60932675*857   18117192936

　　张静松：021-60932675*806   18458207205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 427 号 1 号楼 2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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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三届中国农药行业质量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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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识别号（必填项）

参  会 　人　员　

姓名 职务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合计参加人数：

推荐酒店信息
会议不统一安排住宿，订房咨询：
    江苏镇江佰润粤海国际酒店 刘璐: 17305287766（订房时请告知酒店
会务组名称“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房间数量有限，请提早预订。

推荐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协议价，含早（元/天·晚）

镇江佰润粤海国际酒店 普通标间 /高级单间 320/320

备注：

　1、以上信息用于提前开具会务费发票，务必填写清楚；请填写电子邮

箱地址，用于会前发送参会确认单。

　　2、请填写手机号码，会议相关信息在会前及会中将以短信方式发送给您。

　　3、回执发送方式：邮箱：ccpiash@126.com。

　4、酒店房间数量有限，先预订先办理入住。预订完后由代表自行安排

周边宾馆住宿，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