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21）70 号 

                                                         

关于召开 2021 年中国农药行业分析技术研讨会的 

通知 
 

各相关单位：  

自《农药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规章发布以来，广大农药企

业对相关政策及要求有了较为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为进一步促进

农药行业发展，贯彻落实有关管理政策，使行业从业人员更好地

理解和执行新要求，提升企业检测人员分析技术水平，中国农药

工业协会定于 2021年 9月 8～10日在河北省石家市召开 2021中

国农药行业分析技术研讨会。会议同期举办 2021 年中国农药试

验单位质量保证人员（QA）管理培训班和“化学检验员”职业技

能鉴定考核（水平类，自愿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会议内容 

（一）政策解读 

1. 产品化学实验室 GLP体系建设及飞行检查的常见问题 

2. 农药登记产品化学相关要求和技术要点 

（二）主题报告 

1. 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等生物农药的鉴定与分析 

2. 农药杂质检测方法研究与控制 



3. 农药产品的特殊检测方法介绍与应用 

4. 不同农药释放速率的分析方法建立 

5. 产品理化、质检参数测定重难点分析 

6. 农药产品质量分析方法确认重点解析 

7. 悬浮率检测难点及分析方法介绍 

8. 标准样品应用实践中常见问题分析 

9.液/气相色谱的常见问题及维护 

10.农药行业快速分析检测技术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三）“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鉴定评定考核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协办单位：珠海欧美克仪器有限公司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河北省农药工业协会 

          河北省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 

三、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1年 9月 8日 13:00～21:00 

会议时间：2021年 9月 9～10日 

会议地点：石家庄京州国际酒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177号 

四、会议费用 

1、 参会费用 

 



报名及缴费时间 

1 人参会 2 人以上 

会员单位 非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非会员单位 

8 月 20 日前 2200 元/人 2500 元/人 2000 元/人 2200 元/人 

8 月 20 日后及现场报名 2500 元/人 2800 元/人 2300 元/人 2500 元/人 

 

2.参加“初级、中级、高级”化学检验员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需另交考核费用 500 元/人；参加技师、高级技师化学检验员”

行业职业技能鉴定，需另交考核费用 3000元/人（汇款时请备注：

职业技能鉴定）。 

3.汇款信息（汇款时请备注：分析会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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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参会报名 

1.参会代表请填写回执表（见附件 1，“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www.ccpia.org.cn 下载），请于 8月 31日前将报名信息发送至

邮箱（ccpia_hyb@126.com）。 

2.本次会议颁发“农药产品登记与质量分析技术”培训证明。 

3.“化学检验员”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评定考核报名要求及相

关注意事项见附件 2。 

4. 会务联系人 

1）会议报名 

唐  辉 18610261518（同微信号） 

叶子雨 18801341960（同微信号） 



王若青 15811455725（同微信号） 

李  慧 18201157850（同微信号） 

2）宣传合作 

黄华树 13911895456（同微信号）  电子邮箱：

ccpia_hyb@126.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 12号通广大厦 7层 

附件 

1.参会回执表 

2.“化学检验员”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评定考核报名要求及相关注

意事项 

 

          

2021 年 7 月 20日 



附件 1: 

2021 年中国农药行业分析技术研讨会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常用邮箱  

参会代表 1 2 3 4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抵达日期     

是否参加

“化学检验

员”职业技

能鉴定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房间预订 
酒店：京州国际酒店 

单间 标间 单间 标间 单间 标间 单间 标间 

入住时间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房间价格 标间、单间 300元（含双早） 

需要开具发票的类型：□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企业名称（必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注册地址及电话（专票必填）   

开户行及账号（专票必填）   

 

 

 

 

 

 

 

 

 

 



附件 2 

“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考核 

报名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 

一、申报条件 

1.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 年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2.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 年以上。 

3）取得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

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3.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2）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3）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

业工作 2 年以上。 

4.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本职业(专业)毕生,连续从

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并从

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 

5. 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二、初/中/高级报名注意事项 

（一）“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8 月 16 日，

不接受逾期或现场报名。 

（二）报名需提交以下材料： 

1.附表 1--“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报名表，以及所在单位出具的

从事本职工作的“工种年限证明”（盖单位公章扫描件）； 



2.附表 2—“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信息登记表（Excel 电子版）； 

3.身份证复印件 1 份（扫描件）； 

4.毕业证复印件 1 份（最高学历，扫描件）； 

5.1 寸免冠彩色电子照片（jpg 格式，2M 以下，姓名+身份证号命名）； 

6.其他用于佐证可报考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职称或相关毕业证书（如

有）。 

温馨提示： 

1)附表 2 可登陆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官网 www.ccpia.org.cn 下载； 

2)报名材料请务必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前提交至邮箱 ccpia_jnjd@126.com 

 

（三）现场报到需提交： 

1.附表 1--“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报名表，以及所在单位出具的

从事本职工作的“工种年限证明”1 份（盖单位公章）； 

2.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四）“化学检验员”理论考试为上机考试，请学员自备笔记本电脑，并尽

量安装使用 chrome 或同类浏览器进行考试。 

 

三、技师、高级技师报名注意事项 

（一）报名需提交以下材料（8 月 16 日前）： 

1.附表 2—“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信息登记表（Excel 电子版）； 

2.身份证复印件 1 份（扫描件）； 

3.毕业证复印件 1 份（最高学历，扫描件）。 

4.1 寸免冠彩色电子照片（jpg 格式，2M 以下，姓名+身份证号命名）； 

5.其他用于佐证可报考相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职称或相关毕业证书（如

有）。 

 

（二）报名需邮寄以下材料（8 月 16 日前）： 

《技师、高级技师考评申报表》（评审所需）及相关证明材料。 

 

（三）“化学检验员”理论考试为上机考试，请学员自备笔记本电脑，并尽

量安装使用 chrome 或同类浏览器进行考试。 



 

     

四、考核说明 

1.考核内容 

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考核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其中，

理论知识考核采用机考方式，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模拟实操和仿真操作相结合

的方式。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以上者为

合格。 

2.申领技能补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有关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

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可到本人失业

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最高领取 2000 元。 

申领条件： 

1）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36 个月（含 36 个月）以上的。 

2）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领。 

具体要求以各省规定为准。 

 

3.证书有效性 

“化学检验员”发放行业技能等级证书，归化工行业统一管理，证书查询平

台为：http://www.ciosta.org.cn



附表 1 

“化学检验员”职业技能等级评定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照 

工作年限   从事本职业年限  片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身份证号   考核等级  

原技能等级   发证时间  

主要工作经历   

单位意见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工作证明 

同志，系我公司化学检验工作人员，文化程度    ，至今已从事化学

检验工作    年。 

    特此证明。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