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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中农协（2020）22 号

各有关单位：

　现阶段，我国农药行业正处于由农药生产大国向农药制造强国转化的关

键时期，行业关注的重点从总规模和总产能的增加，转向更加关注质量、效

益和对环境友好的提升。而在整个供应链领域，自 2017 年首个供应链国策

发布，不断有新的供应链体系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出台，为国内企业开展现

代供应链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目标。在新的政策以及行业整合、安

全环保监管大环境下，国内农药企业供应链建设面领诸多机遇和挑战。同时

面对突发事件 , 企业的供应链采购体系如何应对，进而降低市场风险，也是

今年农药行业特别关注的话题。

　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农药行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水平，加快农药企业建立

完整供应链采购体系的进度，应行业广大企业要求，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中

国农药行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工作委员会将于 2020 年 6 月 13-14 日在江苏

常州召开“第五届中国农药行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研讨会暨中国农药行业供

应链和采购管理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将针对当前形势下农药产业供

应链状况，立足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和全行业的同仁深入交流探讨，共同

策划发展对策。

　此外，为构建中国农药行业供应商诚信体系，推进优质供给，中国农药

工业协会将同期开展“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供应商”推荐活动，推荐产

生的优秀供应商将在此次研讨会上进行发布并表彰。（申请要求及相关事宜

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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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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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环境下的供应链重构

　　演讲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庞广廉

　　2、绿色供应链和逆向物流

　　演讲人：伊士曼亚太区供应链经理　陈栋

　　3、供应链人才培养体系与国际标准

　　演讲人：上海现代物流科技培训指导服务中心总经理　黄春

　　4、供应链数字化集成

　　演讲人：攀时（上海）高新能材料有限公司卓越运营总监　张孝颜；

赛诺菲中国系统架构师　奚浦陵

　　5、如何提升采购工作合规管理

　　演讲人：中国银联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高级主管　孟春

　　6、安道麦采购策略分享

　　演讲人：安道麦中国区采购总监　包世雄

　　7、需求计划该谁做？销售还是供应链？探讨需求计划的概念、思路与方法

　　演讲人：阿朗新科高性能弹性体公司亚太区综合业务规划部（IBP）负责人　吴蔚明

　　8、供应链金融的实践与体会

　　演讲人：上海网盛运泽物流网络有限公司总裁　袁国锋

　　9、项目采购的管理分享

　　演讲人：赢创（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购总监  李文魁 

　　10、如何组织与协调长期供应计划和短期生产排程，产销协调 /生产计划

　　演讲人：科迪华大中华区计划经理　林莺

　　11、中化农化国际供应链布局和运营

　　演讲人：中化农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含含

　　12、供应链管理策略

　　演讲人：拜耳作物大中华区供应链总监　夏卫平

　　13、先正达采购管理分享

　　演讲人：先正达中国原药采购经理总监　彭艺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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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6月12日晚

　　议题一：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工作委员会章程修订及

换届选举

　　议题二：突发事件下，企业供应链采购体系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分享企业：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二、参会人员

　农药生产、贸易企业负责人和供应链、采购管理人员；与农药生产、贸

易相关的供应商企业等；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会员单位、农药行业采购和供应

链管理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等。

三、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0 年 6 月 12 日 13:00-20:30

　　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13日 - 14日

　　会议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和平北路 258号 金陵明都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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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报名并交纳会议费（含会务、资料、用餐）2988 元 /

人；6月 1日以后及现场报名会议费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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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8 元 /人；

◆会员单位每企业 3人以上参会可享受优惠 2688 元 /人；

◆其他每企业 4人以上参会可享受团体优惠 2688 元 /人；

◆所有企业每报名 4 人可赠送一个免费名额 ( 即参会 4 人，缴纳 3 人会

务费 )

　参加“第四届中国农药行业中国农药行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研讨会”并

填写反馈表的参会代表可享受 100 元 /人的优惠。

1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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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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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二或可登陆“中国农药工业网 www.

ccpia.com.cn”下载），并请发送电子邮件至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上海办事处

（邮箱：ccpiash@126.com）。

　　4、本次会议将设立微型展台，为企业提供宣传平台，有意向参展的企

业请与主办方联系（详见会议联系方式）。

六、会议联系方式

　　马晓君：021-60932675*863　188 1301 0979（会务）

　　杨国璋：021-60932675*807　136 1164 9894（会务）

　　张静松：021-60932675*806　184 5820 7205（会议合作）

丁光华：021-60932675*801　138 6290 4510（会议合作）

　　王丽冬：021-60932675*864　135 2450 4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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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参会代表用餐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交通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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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关于申请及推荐“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供应商”的安排

　本次推荐活动将分为“原药与中间体、助剂、包材、设备、仓储运输和

货代”六个类别，按照供应商的“产品 / 服务质量、价格因素、到货情况以

及响应和改善情况”四个大的维度来进行筛选。为了做好本次推荐活动，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及推荐程序安排

　　1、企业推荐与自荐（4月 14 日 - 5 月 31 日）

　本次活动将采用采购企业推荐供应商和供应商自我推荐的方式，组委会

负责对所有推报材料进行初审，将符合推报要求的候选材料提交专家评审团，

推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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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 - 6 月 7 日）

　专家根据推荐的申报材料进行筛选。筛选后，每组将产生 3-5 个候选主

体进入优秀供应商名单。

　　3、公示入围名单（6月 8日 -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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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 日）

　推荐筛选结果将于 2020 年 6 月 13 -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农药行

业中国农药行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研讨会”期间向社会公布推荐产生的“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供应商”名单，并进行表彰。

二、申请范围

　参评条件：从事农药原药与中间体生产的相关企业；助剂企业；农药包

材、设备等相关企业；提供仓储、运输服务的相关企业；提供货代服务（进

出口贸易代理，报关，商检，短驳等）的相关企业；其他为农药生产企业提

供相应产品 /服务的企业。

三、奖项设置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原药与中间体供应商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助剂供应商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包材供应商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设备供应商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仓储运输及货代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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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材料及相关事宜

　1、推荐优秀供应商的农药企业需要如实填写附件 1-1 中的内容，申报

材料应当完整、真实、可靠，否则将视情节轻重，取消资格。

　2、自荐的优秀供应商需要如实填写附件 1-2 中的内容（附件须加盖企

业公章），并附上工商管理登记副本复印件，申报材料应当完整、真实、可

靠，否则将视情节轻重，取消资格。

　　3、参评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ccpiash@126.com（主题注明：推荐“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供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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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璋

　　4、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5、在2018 - 2020年期间有违纪等不良行为的，不能参加本次评选活动。

五、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 5 月 31 日

六、联系方式：

　　杨国璋：021-60932675*807　136 1164 9894

　　张静松：021-60932675*806　184 5820 7205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局门路 427 号 1 号楼 2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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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供应商推荐表

企业 /机构名称

材料申报人 固定电话

邮箱 手机号码

1. 推荐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类别
□原药与中间体　□助剂　□包材　□设备

□仓储运输　□货代

2. 推荐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类别
□原药与中间体　□助剂　□包材　□设备

□仓储运输　□货代

3. 推荐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类别
□原药与中间体　□助剂　□包材　□设备

□仓储运输　□货代

推荐优秀供应商请

关注如下条款

1. 请企业按照产品 / 服务质量、价格因素、到货情况
以及响应和改善情况四个大的维度对相关供应商进行
审核推荐；
2. 每一个类别最多推荐 3家供应商。

推荐理由



8

附件 1-2

2020 中国农药行业优秀供应商自荐表

供应商名称
（盖章）

供应商类别
□原药与中间体　□助剂　□包材　□设备　□仓储运输

　□货代

材料申报人 固定电话

邮箱 手机号码

供应商请关注

如下条款

请供应商从产品 / 服务质量、价格因素、到货情况以及响
应和改善情况等维度说明自荐的理由

自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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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五届中国农药行业供应链和采购管理研讨会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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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右侧二维码预定房间

推荐酒店信息

会议不统一安排住宿，订房咨询：蔡英成 15298420132
（订房时请告知酒店会务组名称“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推荐酒店名称 房间类型 协议价（元/间·晚）

金陵明都大饭店
普通标间 /单间 29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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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标间 /单间 32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