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 

第十八届年会 
 

主办单位：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   全国农药信息总站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新农药创制与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广西化学化工学会 

协办单位：广西新友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工研究院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农药 化工技术与开发 广西植保 中国农资 191农资人 世界农药 农药市场信息 农化市场十

日讯 农药快讯 今日农药 精细化工 安徽农药信息 精细与专用化学品 世界农化网 

近年农药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新农药管理条例颁发、环保督查全面执行、

作物综合解决方案、药肥一体化、原药全面涨价等，变化已然成为新常态，农

药行业面临的挑战带来了绿色发展、绿色植保的新机遇，绿色高效农业产业发

展对农药新品种、新剂型、新技术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至上，

推动创新发展，创新已成为农药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必经之路。 

为此，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8年 8月 15-17日在广西南宁

明园新都酒店（南宁市新民路 38号）召开第十八届年会。年会以“传承，创新，

超越”为主题，围绕农药创制、绿色植保技术创新的热点领域展开讨论，在传

承中创新，在发展中超越！会议将分享各科研单位及企业的最新研究成果，邀

请农药行业相关的院士、专家梳理行业的发展趋势，详细解读国家相关政策，

并为企业的创新转型提供新技术。 

此次年会拟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农药绿色发展做大会报告，还将邀请中

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贵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等高校、科研单位及农药企业的专

家做会议报告。会议将评选优秀论文，并对 2017-2018 年各单位的创新成果进

行展示。 

一、会议地点 

广西南宁：南宁明园新都酒店（南宁市新民路 38 号），酒店总机：0771-2118988。 

二、会议时间 



 

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年会会议 17 日中午结束） 

报到日期：8 月 15 日全天 

三、会议特邀嘉宾及报告 

沈寅初院士  报告题目：基于生物源活性物质结构改造创制新农药 

宋宝安院士  报告题目：农药绿色化发展战略研究 

四、 大会报告 

模块 1：“农药学科特殊贡献奖”颁奖 

模块 2：主题报告 

 加强农药管理，保证农产品安全  季颖总农艺师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基因农药技术  席真教授  南开大学  

 植物源杀菌剂研发思路与实践 吴文君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绿色化学新农药创制实践 覃兆海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 

 中间体衍生化方法与知识产权  刘长令教授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应用骨架跃迁进行新农药创制的研究  张立新教授  沈阳化工大学 

 我国农田杂草抗药性现状及治理对策 刘都才教授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新形势下农药剂型产品开发思路  方峰 广西化工研究院 

 我国水稻害虫抗药性发展现状与治理措施  张帅博士  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以甲氧丙烯酸酯类杀菌剂为先导开发新型除草剂的研究进展  杜晓华教授  浙江工

业大学 

模块 3：专题报告 

 先正达早益多杂草治理方案及实践分享  姜晓龙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面向市场的创制新产品开发  陈恩昌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有机硅助剂改善稻瘟病防治药剂对靶润湿与持留性能的研究  郑丽  贵州大学  

 Bt 生物农药制剂及其推广应用  黄勤清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多糖分离纯化方法的研究进展  李洙锐  贵州大学  

 新型氨基嘧啶类 PDHc E1 抑制剂的合成及杀菌活性研究  周圆  华中师范大学  

 多粘类芽孢杆菌活性代谢产物及抑菌机理研究进展  易文实  贵州大学  

 灭生性除草剂 SY-1604 的创制  杨吉春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荧光双光子共聚焦与 UPLC-HRMS 法探究香草硫缩病醚在烟草植株中的内吸传导特

性  孟信刚  贵州大学   

 嘧啶胺类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 王立增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

司 

 基于 V-ATP 酶 H 亚基的新型磺酰胺类杀虫活性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活性  

张继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靶向呼吸电子传递链的手性杀菌剂化学  李圣坤  南京农业大学   



 

 杂草抗药性与除草剂产品开发  颜克成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如何助力农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考 孔德涛 上海沈化院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基于功能化介孔硅载体的纳米农药及其缓控制行为  周新华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模块 4：“先正达杯”会议优秀论文颁奖  

《农药》杂志 2016、2017年度优秀论文颁奖 

模块 5：创新成果图片展示 

为更好地宣传农药科技创新成果，创造合作机会，年会主场大厅内设立新技术、新产品

图片展示板(规格宽 1 米×高 2 米，铝合金框＋KT 板＋写真喷绘)，由企业提供电子版(JPG 格

式及 CDR 格式)发至邮箱 gxhxhgxh@126.com，会议统一制作展板。展示费：2000 元/版面/

个。 

五、会议收费 

会务费：会议现场交费每位代表收会务费 2400 元(学生 1200 元)，会后补寄发票。7 月 30

日前交费，会务费为 2200 元（学生 1100 元），报到时领取发票。同一单位报名 5 人免 1 人会

务费。住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参考价格：单间 350 元/间、标准间 300 元/间。 

汇款方式： 

户  名：广西化学化工学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南宁市共和支行 

账  号：2102101009249021368 

六、 会议协办、赞助隆重招募中 

协办、赞助 3 万元，可享受：免 2 人会务费；赠送论文集彩色广告 1 页；赠送《农药》

杂志彩色广告 6 期或会议上做 15 分钟产品宣传（任选其一）。 

会议赞助项目包括会议资料袋、文具等相关用品。 

七、联系方式 

缴纳会务费及展板费用请联系： 

广西化学化工学会 陈红松 13977157090、樊妙姝 13005929182、孙励耘 18377129941 

电话：0771-3331777  传真：0771-3331735  E-mail：gxhxhgxh@126.com 

会议论文及专题报告请联系： 

李新  18704096827  E-mail：lixin1@sinochem.com   

会议赞助及其他事宜请联系： 

赵平  13898152073  E-mail：zhaoping1@sinochem.com 

农药专委会秘书处联系电话(传真)：024-85869187 

  

mailto:lixin1@sinochem.com
mailto:zhaoping1@sinochem.com


 

附酒店乘车路线： 

南宁明园新都酒店（南宁市新民路 38 号），酒店总机：0771-2118988。 

a. 南宁吴圩机场——南宁明园新都酒店 

从机场打车前往明园饭店约 60 分钟，可乘坐机场大巴 1 号线至火车站（民航酒店站），再乘坐 B01 路

公交车至民主新民路口站下车，往新民路方向走约 300 米即到。 

b. 南宁火车站——南宁明园新都酒店 

从南宁火车站打车前往明园饭店约 10 分钟，在火车站可乘坐 B01 路公交车至民主新民路口下车，往

新民路方向走约 300 米即到。 

c .南宁火车东站——南宁明园新都酒店 

从火车东站打的前往明园饭店约需 25 分钟，从火车东站可乘坐 B01 路公交车至民主新民路口，往新

民路方向走约 300 米即到。 

 

 

 

 

 

 

 

 

 

 

 

 

 

 

 

 

 

 

 

 

 

 

 

 

 

  



 

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第十八届年会 

回 执 

 

单位：           地址：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电话 邮箱 住宿预订 

      

      

      

      

      

 

 

开票信息 

单位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开票内容 会务费或会议资料费，增值税普通发票。 

注：1、请详细填写上述信息，于 2018年 7 月 30 日前，发电子邮件至

gxhxhgxh@126.com，同时将会务费及展示费汇至广西化学化工学会账户。 

2、收款账户信息： 

户  名：广西化学化工学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南宁市共和支行 

账  号：2102101009249021368 

   联系电话：0771-3331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