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化工行业分会文件 
（2017）化贸促字第 50 号 

 

关于举办“中国国际肥料发展与贸易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将于 2018年 3月 6日在上海举

办“中国国际肥料发展与贸易论坛”。该论坛是“中国国际新型肥料展览会

（FSHOW）”重要活动之一，每年举办一次，得到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专业人士认可及行业专家的好评。论坛的举办形式为主会场和三个

分会场，分会场为“中国肥料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中国生物刺激剂与肥

料应用国际论坛”、“钾盐钾肥行业年会”。 

 论坛将从政策解读、技术分析、作物解决方案、产品供给需求、国际

贸易规则和新市场潜力等行业热门话题展开研讨与对话。届时我们将邀请

肥料相关学术机构、生物刺激剂行业、钾盐钾肥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以

及来自八个国家的国际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等共同解读政策、分享全球

信息。 

详情如下： 

一、组织机构 

论坛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论坛协办单位：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钾肥行业分会 

中国生物刺激剂发展联盟 

《农资与市场》传媒 

 

论坛支持单位： 

国家钙镁磷复合肥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业委员会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中微量元素肥行业分会     



 

二、论坛议题 

   中国国际肥料发展与贸易论坛 上午主论坛 

（3 月 6日主会议厅，上午 9:00-12:00，茶歇 20分钟） 

 中国肥料行业供给侧改革及转型发展方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李寿生会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肥料状况与未来农业发展 

 郑州大学许秀成教授 

  中国肥料现状及发展战略思考 

 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首席专家 高祥照博士 

  新时代钾肥及中微肥发展机遇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会长王孝峰 

  国内外设施农业施肥现状及对肥料发展的启示 

山东现代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田端华 

  中外有机肥发展情况及中国有机肥进出口分析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有机肥分会秘书长 沈建华 

  2018 年中国特肥市场发展分析 

《农资与市场》传媒  主编  冯卫东 

  生物刺激物质在功能肥料产品中的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 陈清教授 

 

下午三场分论坛同时进行： 

Ⅰ、一带一路论坛Ⅱ、生物刺激剂论坛 Ⅲ、钾盐钾肥行业年会 

 

    论坛分会场一：“一带一路”肥料国际论坛 

（3 月 6日多功能厅１，下午 1:30-6:30，茶歇 20分钟） 

 亚太地区新型肥料市场发展展望 

Integer中国区代表 汪玲 

 一带一路战略下农企的实践和机遇 

浙江农业投资发展商会高级顾问，科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陈宇光博士 

 越南种植情况及对肥料需求变化分析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植保局肥料管理处处长 

Mr. Pham Minh Lan 



 伊朗及中东地区肥料使用趋势分析 

Mr.Majeed Askar, 伊朗德黑兰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 

 菲律宾果树种植情况和肥料需求分析 

菲律宾农业部肥料与农药管理局局长 Mr.Wilfredo C.Roldan 

 低施用可持续发展的马来西亚农业及高效棕榈树专用肥料使用管理 

Dr. Mohd Fauzi Ramlan 教授, 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校长，马来西亚

植物生理学会会长 

 美国农业科技发展及肥料管理体系 

Dr.Randy Madden, 孟山都，先正达公司前研发总监，技术顾问，著

名美国农场管理及智慧农业专家 

 肯尼亚耕地种植情况及肥料的使用 

待定 

 巴基斯坦肥料市场分析及新型肥料发展 

Dr. Azher Ali， Four Brothers Group, Pakistan 

  俄罗斯农业及特种肥料使用情况 

Mrs. Katerina Fedotova, Avangard Company, Russia 

论坛分会场二： 生物刺激剂及肥料应用论坛 

（3 月 6日多功能厅２，下午 1:30-6:30，茶歇 20分钟） 

 生物刺激剂及肥料增效剂促进作物健康、增产提质、抗逆境 

联盟首席专家 汪悦博士 

 微生物复合菌剂产品开发和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陈捷教授 

 农家科技小院与农技服务 

中国农业大学 李晓林教授 

 肥料增效增值组合加工工艺介绍 

国家钙镁磷复混肥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汤建伟教授 

 测土配方施肥与复合增效技术应用探讨 

中国植物与营养学会理事长，中国测土施肥中心实验室主任 

白由路研究员 

 作物生长和胁迫响应机制研究 

北京农学院 沈元月教授 

 藻源刺激素及其在功能水溶肥中的应用 

华南农业大学 沈宏教授 

 其他生物刺激剂产品创新和应用技术 

论坛分会场三： 钾盐钾肥行业年会及中微量肥交流会 

（3 月 6日浦江厅，下午 1:30-6:30，茶歇 20 分钟） 



 2017年中国钾肥行业运行情况介绍——钾盐钾肥行业分会 

 全球钾肥扩张对我国市场的影响——钾肥咨询公司 

 中微量元素肥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中微量元素肥行业分会 

 熔盐发展趋势及展望——熔盐储能专业委员会 

 农业发展新趋势、农资经营新时代——金丰公社 

 钾肥、中微肥与农化服务——中化农业 

 硅钙钾镁土壤调理剂团体标准发布与解读—天津水泥设计研究院 

三、论坛语言 

    中文或英文（大会提供中英文同声传译设备） 

四、论坛时间、地点 

    论坛时间：2018年 3月 5日 13:00-18:00 报到注册 

   2018年 3月 6日 08:30-12:00 论坛主会场报告 

   2018年 3月 6日 13:30-18:30 分会场“一带一路”论坛 

   2018年 3月 6日 13:30-18:30 分会场生物刺激剂论坛  

   2018年 3月 7-9日 9:30-17:30参观 CAC及 FSHOW展览会 

论坛地址：上海浦东喜来登由由大酒店多功能厅 

               上海浦东新区浦建路 38号  

五、论坛费用 

 2400元人民币/人，含资料费、同声传译和餐费，住宿自理。 

 早鸟价格：2000元人民币/人，截止到 2018年 1月 25日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北街支行 

开户名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银行帐号：0200004209014479227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联 系 人：郑莹莹   联系电话：010-84255960 

    电子邮件：zhengyingying@ccpitchem.org.cn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号楼 468室 
      

附件：1.论坛背景 

     附件：2.论坛赞助 

     附件：3.参会回执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2017年 11月 29日 



附件 1 

论坛背景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这种绿色发展的新形势下，伴随着化肥零增长的号角，肥料企业需要不

断地进行调整，适应行业发展新趋势，突出企业竞争优势。 

 2017年中国化肥出口关税降低，传统化肥出口不升反降，2017年前三

季度的化肥出口量同比降低 7.4%, 而特种肥和高端肥出现快速增长，尤其

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如东盟国家出口增长明显。面

对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急需探讨如何走出去请进来，借助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提高肥料产品国际国内竞争力。 

“一带一路”专题论坛将围绕促进中国肥料行业健康发展，提高肥料企

业国际贸易水平，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提升肥料产品竞争力为主题，

探讨未来肥料产品发展及技术趋势，分析肥料国际价格走势，解析“一带

一路”沿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伊朗、肯尼亚、俄罗斯等

国家种植业情况及肥料使用情况，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国际市场信息，搭

建中外肥料信息交流平台。 

“生物刺激剂”专题论坛:以腐植酸、微生物菌剂、海藻提取物、氨基

酸、中微量元素等为代表的生物刺激剂类产品在修复和改良土壤、增产增

值、提高品质、降低农残、提高肥料利用率、农作物抵抗逆境的水平等方

面具备关键性作用。但生物刺激剂创新研究开发、与化肥的组合应用技术、

复合生产工艺技术解决是当务之急。对于研究机构和企业来说，要把握农

业部对化肥加减乘三方面工作推进背景下的商机，在功能开发、工艺突破

及组合应用上需要做很多工作。该论坛将重点展示目前国内外生物刺激剂

产品创新及发展趋势，介绍国内外生物刺激剂对肥料增效增值技术和组合

应用，探讨复合生产工艺技术，通过会议交流，使生物刺激剂企业和化肥

生产商合作对接协同发展，生物刺激剂田间组合解决方案得到推广和广泛

应用。 

   “钾盐钾肥行业年会”总结 2017年钾盐钾肥、中微量元素肥行业运行

情况，分析和预测 2018年行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邀请国家相关部委、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及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等领导和专家；钾盐钾

肥、中微量元素肥行业分会会员单位；国内外钾肥、中微肥相关生产、设

计、贸易、设备制造企业代表出席。 

 



 

附件 2 

论坛赞助 
一、论坛顶级赞助（独家,赞助费用：100,000元人民币） 

    1. 特邀企业领导为论坛开幕作致辞，在会上作5分钟致辞演讲 

2. 特邀企业领导成为论坛演讲嘉宾，在会上作20分钟主题演讲，演

讲嘉宾的照片、个人简介、公司简介、演讲题目及演讲资料录入大会

论文集，并赠送企业10本 

     3.论坛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注企业名称和logo，同时免6人会务费 

     4.论坛会场内3m*4m广告背景板一个 

     5.论文集封面投放企业广告 

     6.论坛代表证背面广告 

     7.提供产品展览：3米×2米的现场商务洽谈区 

     8.企业宣传“易拉宝”（限最多2个）广告置于与会代表报到处与会

场口 

     9.企业可自备宣传视频（3-5分钟），用于会议开场前及茶歇时间循

环播放 

     10.企业宣传资料（自备）可随会议资料发放给参会人员 

     11.FSHOW2018会刊彩页插页广告一页，会刊前5页 

     12.参与CAC2018肥料推荐供应商评选 

     13.2018年度《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1页 

二、论坛支持单位（仅限3家，赞助费用：50,000元人民币） 

     1.特邀企业领导成为分论坛演讲嘉宾，在会上作15分钟演讲，演讲嘉

宾的照片、个人简介、公司简介、演讲题目及演讲资料录入大会论文

集，并赠送企业10本 

     2.会议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注支持单位名称和logo，同时免3人会务费 

     3.提供产品展览：3米×2米的现场商务洽谈区 

     4.会议论文集刊登支持单位彩色广告一页，论文集前3页 

     5.企业宣传“易拉宝”（限最多2个）广告置于报到处与会场口 

     6.企业宣传资料（自备）可随会议资料发放给参会人员 

     7.FSHOW2018会刊彩页插页广告一页，会刊前8页 

     8.参与CAC2018肥料推荐供应商评选 

三、论坛论文集彩色插页广告 

     费用：5,000元人民币/页/期 

     规格：210mm(w)x285mm(h) 



附件 3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邮编  

参会代表 1 2 3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微信号    

是否需要协

助安排住宿 

□需要 单人间：   间；       标准间：   间 

□不需要 

论坛赞助及论文集彩色插页广告 

 □论坛顶级赞助商 

 

 □论坛支持单位 

   

 □论坛论文集彩色插页广告 

请您填好此表后盖章扫描后回传至我会，Email：zhengyingying@ccpitchem.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