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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文件 
 

 

 

 

中农协字„2019‟43 号 

 

 

各会员单位及分支机构、各省（区、市）供销社、各地方农

资行业协会及各相关单位： 

当前，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绿色家园的新发展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传统的农资渠道和经

营观念不断发生变革，市场竞争加剧，农资经销商群体面临

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 

如何为用户提供优质放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如何构建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降低经营风险；如何全面加强经营、管

理及投融资领域的风险防控，在复杂多变的农资市场中站稳

脚跟，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广大农资经销商亟待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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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凝聚行业共识，推进行业发展，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

通协会定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2019

年度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会议将邀请有关部门专家解读

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新政策；知名企业交流转变绿色发展

方式的创新举措；现场还将评选出“2019 年度中国农资经销

商最佳合作厂家”，并对获评企业进行表彰。会后，中国农

资流通协会将评选结果向国家有关部门报送备案，并向相关

金融部门进行重点推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  共谱农商合作新篇章 

二、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与棉麻局 

（二）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中国东

盟农资商会、中华合作时报社、山东省农业生产资料协会 

（三）支持单位：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中国氮肥工业

协会、中国无机盐协会钾盐钾肥分会 

（四）媒体支持：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农资传媒、农资

导报、中国化肥信息、南方农村报、北方农资、191 农资人、

农药市场信息等权威媒体。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一）报到：2019 年 11 月 14 日，地点： 青岛东方梅地

亚酒店大堂，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酒店（交

通信息详见附件 4）。 

（二）会议：2019 年 11 月 15 日（上午）会期半天，地

点：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三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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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主要内容 

（一）农业宏观政策解读：邀请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

委、知名院校专家、供销总社有关领导与会致辞并就会议主

题发表主旨演讲。 

（二）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发布“绿色农资”行动实施

方案，提升服务绿色农业发展、增强绿色农资供应服务能力，

进一步推动系统农资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三）解惑农资行业现状：全方位多角度解析当前农资

行业生存现状，探究农资经销商破局转型之道。 

（四）实操营销新模式：邀请国内知名营销专家、投融

资专家，围绕农资营销新模式等话题做专题报告。 

（五）典型经验案例分享：在绿色发展及高质量发展的

新发展理念下，农资行业转型升级新机遇。 

（六）颁奖授牌活动仪式：公布“2019 年度中国农资经

销商最佳合作厂家”名单并颁奖，公布“2019 年度中国农资

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名单并授牌。 

（七）组织参加同期活动：组织“全国百佳农资服务商”

受邀代表参加 11 月 15 日晚举办的“中国农资百佳”之夜活

动。11 月 16 日上午组织全体代表参观“2019 中国磷复肥工

业展览会暨第二十届国产高浓度磷复肥产销会”。 

五、主要参会人员 

（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农业农村部、供销总社等

相关部门领导。 

（二）各省（区、市）供销社分管领导。 

（三）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含 BB 肥分会、有机肥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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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会员。 

（四）各省（区、市）农资行业协会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及会员代表。 

（五）“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受邀代表，磷

复肥产销会参会代表。 

（六）重点农资生产、流通企业负责人及高级管理人员，

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 

（七）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和农资需求方代表等。 

六、会议收费标准 

会议费：2600 元/人，已经缴纳 2019 年度中国农资流通

协会、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会费的会员单位和地方行业协会会

员单位享 2500 元/人，不含住宿费。会议费包括专家报告费、

资料费、餐费等。 

10 月 30 日前汇款优享价：2300 元/人，过后或现场缴费

需按原价缴纳。组团参加给予优惠，满 4 人另赠 1 个参会名

额。特别说明，每位缴费报名的代表，均可获得一个现场投

票名额。 

七、住宿收费标准 

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标间（双床房）420 元/间/天（含

双早），单间（大床房）420 元/间/天（含单早）。 

本次会议住宿费用自理。由于会议参会代表较多，酒店

房间紧张，如需订房(见附件 3)，请提早联系订房专员。订房

截止时间为：11 月 5 日 17:00，过时将无法保证住宿，敬请

谅解。 

本次会议是总结行业发展的重要节点性会议，请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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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高度重视，望接函后，安排专人做好相关工作。

并于 10 月 30 日（星期三）17:00 前，将参会报名信息（详

见附件 2）反馈至协会秘书处，并将费用汇至协会账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账  户：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账  号：0200 2998 1910 0015 685 

汇款请备注“2019 经销商年会会议费”，汇款后与协会

联系人沟通确认。会议由协会开具发票，开具明细为会议费。 

八、报名方式 

田家荣：010-59337905，18403416993 

王倩茹：010-59337909，18519030961 

金  彤：010-59337915，18810968857 

E-mail：nongzixh@sina.com   传 真：010-59337907 

会议合作：   姚嘉龙   010-59337922，13522830229 

订房联系人： 李明晓   13969677760    

 

附件：1、会议日程（拟） 

2、会议注册报名方式及回执 

3、酒店预订回执表 

4、酒店交通示意图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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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具体内容 参会人员 

11 月 14 日 9:00-20:00      参会代表报到 全体代表 

11 月 15 日 

8:30-9:10 1.开幕致辞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 

全体代表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联合主办/协办 

9:10-9:50 2.主旨演讲 解读最新农业供需形势及农业政策 

9:50-10:30 3.主旨演讲 
全方位多角度解析当前农资行业生

存现状 

10:30-10:40 4.文件发布 “绿色农资”行动实施方案 

10:40-10:50 5.投票活动 “最佳合作厂家”现场投票活动  

10:50-11:00 6.颁奖仪式 “最佳合作厂家”颁奖仪式 

11:00-11:10 7.授牌仪式 “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授牌仪式 

11:10-12:30 8.专家报告 

创新营销模式，探寻行业发展之路 

农企转型升级中为农服务建设探索 

期货背景下企业在风险管控和投融

资策略 

18:00-21:00 9.百佳之夜 
获邀代表参加“中国农资百佳之夜”

活动 
“百佳”代表 

11 月 16 日 8:00-12:00 10.参观及返程 

组织参观“2019 中国磷复肥工业展

览会暨第二十届国产高浓度磷复肥

产销会” 

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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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名称 2019 年度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 

收费标准 
会议费：2600 元/人，会员单
位 2500 元/人，提前付款 2300
元/人，（不含住宿费） 

备注：组团参加给予优惠，

满 4 人另赠 1 个参会名额。 

单位名称  

代表姓名 1  职务  手机  

代表姓名 2  职务  手机  

代表姓名 3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微信  传真  

以上共     人参会，费用合计        元 

发票名称  发票类型 □普票   □专票 

开票信息 
 
 

开票要求  

 
备注：会议费用请于报名之日起 5 日内汇

入指定账户，汇款请注明“2019 年农资经销
商年会费用”。并将此参展回执及企业开票信
息传真至 010-59337907 ，或发送邮箱至
nongzixh@ sina.com。 

户  名：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账  号：0200 2998 1910 0015 685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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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酒店名称 姓 名 电 话 房 型 
房费 

(元/间/天) 

预订数

量（间） 

入住

日期 

退房

日期 

费用

(元) 

青岛东方梅

地亚酒店 

  商务双人房 420/间     

  商务大床房 420/间     

合计费用 元 

 

注： 1、企业可根据各自预订酒店的情况对表格进行删减和增加。   

2、预订房在当日下午 14:00后到酒店前台办理入住。 

3、预订后请及时汇款，付款备注一定要注明（2019 年农资经销商年会住

宿费），付款后视为预订成功。 

 4、房费收款账号如下： 

单位名称：青岛中冶东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账户：37101988110051003353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开发区支行 

5、离店时请在酒店前台开具发票，发票项目：房费。 

6、本次会议住宿费用自理。由于会议参会代表较多，酒店房间紧张，如需

订房，请提早联系订房专员。订房截止时间为：11 月 5 日 17:00，并将此表及汇

款凭证发送给房务联系人邮箱（1349520343@qq.com ）或微信。过时将无法保证

住宿，敬请谅解。 

7、订房专员：  李明晓    联系电话：13969677760 （微信）     

 

企业经办人：             联系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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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一、青岛流亭机场--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乘车方式： 

（一）机场大巴--乘坐黄岛方向（石油大学）大巴，（约

耗时 1.5 小时，机场大巴 40 元，注：黄岛出租车起步价 9 元，

单价 1.4 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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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租车--始发地：青岛流亭机场，目的地：青岛东

方梅地亚酒店，全程 50 公里左右（含海底隧道），价格 200

元以内，耗时约 40 分钟。 

二、青岛火车站--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乘车方式： 

（一）乘坐隧道 3 路至达机关东部办公中心，沿阿里山

路南行 500 米左右到达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全程约 21 公

里，经过 8 站，耗时 1 小时 20 分钟左右。隧道公交 3 元/人。 

（二）出租车：始发地：青岛火车站，目的地：青岛东

方梅地亚酒店，全程 21 公里左右（含海底隧道），价格 70

元左右，耗时约 20-30 分钟。 

三、青岛火车北站--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乘车方式： 

（一）乘坐黄岛方向大巴至黄岛汽车总站，费用 25 元，

耗时 1.5 小时，再由黄岛汽车总站乘坐出租车至青岛东方梅

地亚酒店，耗时 10 分钟左右，起步价 9 元。 

（二）乘坐地铁 3号线/公交 325路公交车至青岛火车站，

再由青岛火车站到青岛东方梅地亚酒店。 

（三）出租车：始发地：青岛火车北站，目的地：青岛

东方梅地亚酒店，全程 37 公里左右（含海底隧道），价格 120

元左右，耗时约 1 小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