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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市场信息》传媒 

杭 州 华 测 瑞 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第十届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农药峰会邀请函 

 

2009 年，首届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在上海拉开序幕，以合规促发展，开创行业交流新

模式，打造深入剖析法规政策动态，共享合规发展经验，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的多方交流平台。

我们以专业的服务及优质的课程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认可。为响应大家的要求，《农药

市场信息》传媒联合瑞欧科技将于 2018 年 9 月 9-12 日在成都举办第十届全球化学品法规年

度峰会—农药峰会。此次全球农药登记峰会《农药市场信息》传媒携手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

限公司邀请中、欧、美、南美、新西兰、澳大利亚及亚太地区主要农药贸易国家的主管官方

和技术专家，聚焦全球农药管理，梳理法规动态，解读合规要点，助力行业新发展。观天府

之国，看蜀山蜀水，赴合规盛宴，期待与您相聚成都！ 

 

举办时间：2018 年 9 月 9-12 日（周日—周三）         

  

举办地点：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合江亭滨江东路 9 号） 

 

主办机构：《农药市场信息》传媒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建议参会人员： 

农药生产和贸易公司的出口登记人员、管理人员、业务经理。其他对农药出口登记及农药法

规感兴趣的单位和个人 

 

会议亮点： 

 汇聚业内技术专家、知名企业代表，拓展人脉的最佳时机 

 直接对话官方代表和权威专家，法规变化合规要点一网打尽 

 中英日三语同声传译，语言沟通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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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9 月 10 日（周一） 

时间 议题 拟邀请嘉宾 

中国农药管理要求全面解读 

8:45-9:25（40’） 

国内登记相同产品原药认定原则的具体解析 陈铁春 

（副总农艺师 中国农业农村部农药检

定所质量审评处） 

9:25-10:05（40’） 中国农药新条例下风险评估要求 中国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10:05-10:25（20’） 茶歇 

10:25-11:05（40’） 中国农药再评价登记体系介绍 林荣华 

（中国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再评价登

记处） 

11:05-11:45（40’） 中国农药出口面临的一些挑战及建议 

 

张文君 

（副总农艺师 中国农业农村部农药检

定所） 

11:45-12:15（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午餐 

欧美 / 南美 / 新澳农药登记解析 

13:30-14:10（40’） 欧盟植物保护剂 PPP 法规制剂登记介绍 

Nicole.Van.Straten 

（荷兰植物保护产品和杀生剂授权委员

会 CTGB  

Manager of the department 

Scientific Assessment & Advice） 

14:10-14:50（40’） 美国 EPA 农药相同相似产品登记介绍 Robert J. Kiefer 

（REACH24H USA INC.） 

14:50-15:20（30’） 茶歇 

15:20-16:00（40’） 

近几年巴西农药登记的一些政策变化和变化趋

势 

Rosane Kroeff Michelon 

（PROREGISTROS REGISTROS DE 

PRODUTOS LTDA）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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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40（40’）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农药登记政策解读 Dr Geoff Smart 

（APVMA 前官员，OGTR 风评审核员） 

16:40-17:10（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晚宴 

9 月 11 日（周二） 

时间 议题 拟邀请嘉宾 

亚太地区农药登记概览 

8:30-9:10（40’） 越南农药登记及市场分析 Nguyen Xuan Hong 

越南农业部、国家农药注册委员会主席

（原越南植物保护部门局长） 

9:10-09:50（40’） 泰国农药市场及登记政策分析 Ms. Chutima Ratanasatien 

（泰国农业部植物品种保护司） 

09:50-10:20（30’） 茶歇 

10:20-11:00（40’） 

韩国农药市场及登记政策分析 

Dr. Su-Myeong HONG 

（Agromaterial Assessment 

Division/Director; Department of 

Agro-food Safety; National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11:00-11:40（40’） 伊朗及中东国家农药登记及市场分析 

Dr. Ahmad Mahdavi 

（UN Environment- CMS 

preventing poisoning group；

University of Tehran/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11：40-12：10（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午餐 

 

 

 

参会费用： 

2700 元/人（含会务费、资料费、餐费及增值税，住宿费自理），团体报名按 2500 元/人（两

人及两人以上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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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注册 

 

付款方式： 

请将会务费汇入以下账户 

开户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 

账户   571905960310400 

户名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注： 

（1) 汇款附言请注明“农药峰会+发票抬头”； 

（2) 我们确认收到您的全额会务费用后，会通过邮件发送确认； 

（3) 发票可培训现场领取或邮寄。 

 

 

附 件 1： 参 会 回 执 表 

 

请填写参会回执表, 并于 8 月 31 日前邮件回传至 crac@reach24h.com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职位  

电子邮箱  手机  

参会人员 

姓名 职务 单位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附 件 2：发 票 信 息 表 

 

增值税普通发票（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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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需开具专票，必填） 

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会议酒店：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特别优惠：瑞欧科技享有会议酒店合约价，基本房型 880 元/间（含一

份早餐及房间内上网），980 元/间（含双份早餐及房间内上网）。住宿费用由参会人员自理。 

 

如需预定请点击链接进行预定：

http://www.shangri-la.com/reservations/booking/sc/index.aspx?hid=SLCD&group_code=HCR090

918&check_in=20180909&check_out=20180912 

 

 

出行参考方案： 

 

              出租车出行： 

——距离成都双流机场约 18.8 公里，打车花费约 49 元，预计花费 34 分钟 

——距离成都火车北站约 8 公里，打车花费约 20 元，预计花费 33 分钟 

——距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约 17 公里，打车花费约 44 元，预计花费 30 分钟 

              公共交通出行： 

——成都双流机场出发，乘坐机场专线 2 号线至天府广场东站，步行 470 米至盐市口，换

乘 56 （a）路至九眼桥西站，步行 420 米到达酒店，预计花费 1 小时 40 分钟 

——成都火车北站出发，乘坐地铁 1 号线（五根松方向）至天府广场站，换成地铁 2 号线

（龙泉驿方向）至东门大桥站，步行 960 米到达酒店，预计花费 32 分钟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步行 2 公里至春熙路站，搭乘熊猫直通线至熊猫基地站下

车，步行 140 米到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预计花费 1 小时 40 分钟 

 

温馨提示：以上线路仅供参考，具体请考虑实际交通状况。 

 

 

联系人： 

 

《农药市场信息》传媒 

刘  琴  

http://www.shangri-la.com/reservations/booking/sc/index.aspx?hid=SLCD&group_code=HCR090918&check_in=20180909&check_out=20180912
http://www.shangri-la.com/reservations/booking/sc/index.aspx?hid=SLCD&group_code=HCR090918&check_in=20180909&check_out=20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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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3-83511907  

手机：13862969151 

 

缪佩佩  

电话：0513-83511907   

手机：18806276484 

E-mail：nyscxx@info.net.cn    

QQ：1164773435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仓云龙 

电话：0571-87007548 

手机：18698575856 

E-mail: crac@reach24h.com 

 

 

mailto:nyxx@info.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