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20）45 号 

                                                  

关于延期召开第七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

讨会暨 2020 年中国农药制剂创新国际论坛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充分保障参会嘉宾身体健康，确保会议安全顺利召开，经

商有关部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决定将第七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

剂加工技术研讨会暨2020年中国农药制剂创新国际论坛（以下简

称“制剂会”）延期至2020年8月3～6日召开，同期组织召开中

国农药行业制剂产业创新联盟年会，会议内容升级、举办地点不

变。同时充分调动力量高标准做好防控知识宣传、酒店服务升级、

会议场所消毒、防疫物资储备、食品安全保障等会议预案，全力

做好保障工作。 

已报名缴费的嘉宾参会回执表仍有效，因会议延期给您造成

的诸多不便，敬请谅解！同时，我们也为参会嘉宾准备了更多的

服务，回馈大家对协会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有关内容具体如下： 

一、会议内容升级 

1.增加精品报告（详见附件1），会议时间由2天调整为2.5

天，但会务费不变； 



2.会务费优惠时间延长至7月15日，同时为提前报名的参会

嘉宾提供专属座位服务； 

3.为参会代表提供高质量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免洗洗手

液、酒精、消毒湿巾等防护物品； 

4.联合优秀的合作单位共同推出“千万优惠券”活动，促进

农药制剂产业链商贸合作，鼓励农药制剂企业选购先进仪器、设

备，高品质原药、助剂和包材等原辅材料，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

产品品质； 

5.增设农药制剂委托加工洽谈区（详见附件2），培育制剂

大单品供应商，推动制剂产业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委托加工合作

深度开展； 

6.征集制剂发展难题（详见附件3），组织专家研讨解决方

案，一对一回复。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20年8月3日13:00～20:00  

会议时间：2020年8月4～6日 

会议地点：江苏·扬州会议中心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七里甸路一号，联系人：徐飞 15052565420） 

三、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承办机构：中国农药行业制剂创新产业联盟  

联合主办：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冠名单位：广州方中化工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耐驰（上海）机械仪器有限公司 

江西正邦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上海法孚莱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诺力昂化学品(博兴)有限公司 

苏州伊格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祝氏药化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凯元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辉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中国知网 

媒体支持：世界农药、中国农药、中国化工报、农资导报、

农民日报、农药市场信息、世界农化网、现代农

药、农药快讯、农化市场十日讯、安徽农药信息、

农药资讯网、今日农药、山东农药信息 

四、会议事项 

（一）会议报名咨询方式：  

王若青 15811455725（即微信号）  

叶子雨 18801341960（即微信号）  



左彬彬 18332565096（即微信号）  

张东生 18201157850（即微信号） 

（二）宣传合作咨询方式:  

李  慧 13811198258（即微信号）  

黄华树 13911895456（即微信号）  

电子邮箱：ccpia_zjh@126.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2号通广大厦7层（邮编：

100125） 

（三）会议报名  

1.会务费标准：3000元/人（含会务费、资料费、场地设备

费等）  

优惠政策： 

1）7月15日前报名并交纳费用享受会务费2500元/人；  

2）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及中国农药行业制剂创新产

业联盟成员单位享受会务费2200元/人；  

3）高校及科研院所在校学生凭学生证享受5折优惠；  

4）同一单位5人以上参会享受5免1人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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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登录“中国农

药工业协会官网www.ccpia.org.cn下载），请7月15日前将报名信

息发送至指定邮箱ccpia_zjh@126.com。  

（五）会议设有赞助合作方案及委托加工洽谈区、优惠券、

展台、桁架等企业形象宣传项目，欢迎咨询洽谈。 

附件： 

1. 会议报告内容 

2. 农药制剂委托加工洽谈区合作方案 

3. 农药制剂发展难题征询表 

4. 参会回执表 

 

 

 

2020年7月2日 

  



附件 1 

会议报告内容 

一、主题大会 

1.农药新政对农药制剂研发要求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2.加快药物传递技术研发，打造农药制剂制造强国   

冷阳，上海农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3.纳米农药制剂研发现状与展望 

崔海信，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纳米研究中心主任 

4.飞防制剂与助剂的要点与性能提升   

吴学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5.功能助剂对农药的增效机制与应用   

杜凤沛，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6.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农药制剂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丑靖宇，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制剂研发部总监 

7.增效助剂开发思路  

江定心，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广州方中化工有限公司技术顾问 

8.桶混助剂的研发与未来发展   

张宗俭，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9.农化制剂智能制造新趋势 

司马铃，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轮值总经理 

10.基于“高盐体系”应用场景下分散剂的研究与应用   



曹雄飞，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1.研磨分散技术在农药制剂加工中的应用  

谭海波，耐驰（上海）机械仪器有限公司中国区农化行业专家  

12.从可持续性出发设计新产品  

Mei Li，科迪华首席科学家  

13.深度剖析农药制剂加工状况及问题     

龙浩，富美实全球研发中心亚太区制剂经理  

14.全球农化剂型新发展和技术革新       

Turgut Battal，诺力昂全球技术市场经理  

15.复杂体系分散科学的研究进展      

Kathryn M. Knight，禾大化学作物保护事业部欧洲区研发和技术经理  

16.新型烷氧基化合物用于抑制低水溶性原药结晶成核及长大     

钟玲，陶氏化学中国亚太研发和技术经理 

17.农药制剂的稳定性构建与增效评价探讨   

张小军，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18.高性能油悬助剂开发难点的研究  

陆威，陶氏化学中国亚太研发和技术经理  

19. EO/PO 嵌段聚醚的功能及其在农化中的应用  

胡圣豪，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高级技术经理  

（排名不分先后，报告顺序详见会议日程） 

二、专题报告会 

1. 智能制造助力农化制剂企业产能再升级 



主讲单位：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DF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及精细化的产品研究实践 

主讲单位：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激活配方 绿色未来-与陶氏公司携手同行 

主讲单位：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革新田园科技 共创生命篇章-诺力昂 2020 新品发布会 

主讲单位：诺力昂化学品(博兴)有限公司 

5.“伊格曼”之声-农药制剂工艺规划 

主讲单位：苏州伊格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高效农药制剂生产设备新工艺 

主讲单位：常州市祝氏药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题会排名不分先后，报告顺序详见会议日程） 

  



附件 2 

为培育制剂大单品供应商，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品质，促进

农药制剂企业委托加工业务的良性发展，中国农药行业制剂创新产业

联盟在第七届环境友好型农药制剂加工技术研讨会暨 2020 年中国农

药制剂创新国际论坛期间搭建高效的业务恰接平台--农药制剂委托

加工洽谈区。具体方案如下： 

一、委托加工专属洽谈区服务内容： 

1.企业专属形象展示展台 1个（包括企业形象展示桁架，3m*2m）； 

2.制作委托加工专属宣传册，并开展多渠道的宣传（为期 3 个

月）； 

3.赠送会议通讯录插页广告（1页，A4纸大小，内容自行设计）； 

4.免 2 人会务费。 

二、参与要求 

1.诚信经营，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信誉； 

2.农药制剂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报名截止时间 7 月 15 日，中国农药行业制剂产业联盟成员单

位和委托加工地图成员单位具有展台优先选择权； 

4. 参与企业须于 7月 15日前提交《委托加工宣传册资料征集单》

（见附表），用于制作委托加工专属宣传册； 

5. 参与企业须于 7月 15日前提交会议通讯录插页广告设计稿，

具体要求为：尺寸为 285 * 210 mm （长*宽），加出血裁切线 291 * 

216 mm，像素在 300 dpi。 

三、合作费用 

合作费用：20000 元。 

  



附表 

委托加工宣传册资料征集单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农药生产许可证号  

拟参与培育的制剂大单品 

序号 产品名称 

1  

2  

3  

企业委托加工优势简介： 

（500字以内） 

 

 

 

 

委托加工信息表 

剂型 生产包装规格 生产能力 加工参考价格 分装参考价格 

     

     

     

     

     

     

     



附件 3 

农药制剂发展难题征询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生产工艺方向 

序号 问题简述 

1  

2  

3  

4  

剂型配方方向 

序号 问题简述 

1  

2  

3  

4  

其他方向 

序号 问题简述 

1  

2  

3  

4  

备注： 

1.请简述制剂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问题不限数量，可另附表； 

2.请将征询表电子版于 7 月 25 日前发至 ccpia_zjh@126.com，我们将在会后逐一回复。 

 

mailto:2.请于7月25日前将征询表电子版发至ccpia_zjh@126.com


附件4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邮编  

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号/微信号  

参  会  人 员 信  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参加中国农药行业制剂创新产业联盟年会：    □是      □否 

是否要求安排住宿     □是       □否   

（入住时间以 2020 年 8 月 3 日计）   

入住酒店 房间类型 单价（天/间） 房间数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扬州会议 

中心 

杏园楼标间 300 元（含早）    

杏园楼豪华标间 360 元（含早）    

杏园楼单间 360 元（含早）    

春晖楼标间 400 元（含早）    

春晖楼单间 400 元（含早）    

春晖楼商务单间 500 元（含早）    

增  值  税  发  票  信  息 

开票单位名称（必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地址、电话（专票必填项）  

开户行、账号（专票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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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488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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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房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满房后要求入住单间的代表将被安排标间单住，敬请谅解。 

4.会议酒店：扬州会议中心，扬州市邗江区七里甸路一号。 

5.出行交通：酒店距扬州站3.4公里，打车约8分钟，费用约12元。 

6.会务联系人：王若青 15811455725  叶子雨 18801341960  左彬彬 18352565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