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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文件 
 

 

 

 

 

 

 

中农协字〔2019〕7 号 

 

关于召开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暨2019全国农资企业风险防控专题培训班的

通知 

 

各理事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和中央 1 号文件精神，深入分析农资行业面临的国

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共同探索农资企业参

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及路

径，帮助会员企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理念和农业发展新形势，

防控企业经营中的内外部风险，切实保障 2019年春耕农资商品

充足供应和价格稳定，经研究，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以

下简称“协会”）定于 2019 年 3月 12-15 日在重庆市召开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期召开协会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议、2019全国农资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并举办“2019全国

农资企业风险防控专题培训班”。具体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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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主题 

保障农资供应 防控企业风险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二）支持单位：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三）协办单位：重庆市农资行业协会 重庆市农业生产资

料(集团)有限公司 九禾股份有限公司   

（四）媒体支持：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行业媒体 

三、时间和地点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2019 年 3 月 12 日全天；地点：重

庆丽森酒店大堂（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 号星汇两江

艺术商业中心 B区，023-81150000）,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会

代表自行前往酒店。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2019 年 3 月 13-15 日；地点：重

庆丽森酒店多功能厅 

四、主要内容 

（一）召开协会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研讨农资行业重要

政策及发展问题等事项。 

（二）召开协会五届四次理事会议，总结协会 2018 年度工

作、审议表决重要相关事项，部署 2019年工作计划和重点，交

流各地春耕农资市场情况，研讨应对策略并听取意见及建议等。 

（三）举办“2019 全国信用农企风险防控专题培训班”，

邀请权威专家围绕 2019 年宏观经济形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农业

发展影响、农企财税、审计风险防控、运用“尿素期货”金融

衍生工具管理尿素经营风险和 2019 年春耕农资市场走势等课

题进行深度分析研判。参加培训班的代表，可列席理事会议。 

（四）召开“2019 首届全国农资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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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各级协会间开展联合、合作的业务模式，增强行业协会服

务会员、行业及政府的水平和能力。 

五、参会人员 

(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供销总社等相关部委领导；协

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和副会长单位负责人

或代表。 

（二）全国重点农资生产、流通企业主管财税、审计和战

略工作负责人及高级管理人员；业内专家学者、地方行业协会

秘书长、媒体代表等。 

六、费用标准 

理事会和培训班合计注册费：3200 元/人（含全程餐费、会

务费、专家费、资料费等，不含住宿费），协会会员于 3 月 6

日前报名并缴费可优享 2600 元/人，过后或现场缴费需按原价

缴纳。组团参加给予优惠，满 5 人另赠 1 个参会名额。会议由

协会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明细为会议费。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酒店单间、标间房费标准为 460

元/间/天（含双早）。参会代表较多，单间数量有限，订完即

止，请提早反馈用房需求。 

七、注意事项 

（一）理事会议作为协会重要年度工作会议，是协会理事

单位依照章程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是秘书处了解会员单位需求，

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交流春耕农资市场信息、与国家农

资政策制定部门面对面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应对 2019年严

峻的经济形势，为防范行业企业经营风险，促进合规经营并可

持续发展，同期专门安排了农资企业防范经营风险专题培训班，

请各理事单位高度重视，积极派员参加。 

请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前，将参会回执（见附件 1）反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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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处，并将会议费用汇至协会账户。 

（二）协会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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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请各省（区、市）地方农资行业协会协助转发通知，

并做好参会人员的组织工作。 

（四）如因故不能赴会，请及时与协会秘书处联系，需出

具书面请假函。 

八、联系方式 

协会秘书处联系人： 

田家荣 010-59337905，18403416993 

王倩茹 010-59337909，18519030961 

张丽君 010-59337916，13811263143 

张  宁 010-59337912，18811527298 

赵  爽 010-59337917，18811513038 

E-mail：nongzixh@sina.com  传真：010-59337907 

 

附件 1、参会回执表      

附件 2、会议日程表（拟） 

附件 3、酒店交通信息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2019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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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1 代表姓名  职务  性别  

联系方式  加入通讯录 □同意，□不同意 

房间需求 
□单住 

□标间合住    
入住日期：3 月  日 退房日期：3 月  日 

2 代表姓名  职务  性别  

联系方式  加入通讯录 □同意，□不同意 

房间需求 
□单住 

□标间合住    
入住日期：3 月  日 退房日期：3 月  日 

3 代表姓名  职务  性别  

联系方式  加入通讯录 □同意，□不同意 

房间需求 
□单住 

□标间合住    
入住日期：3 月  日 退房日期：3 月  日 

发票抬头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联系人  电话  

地址及邮编  电邮  

参会人数 共（  ）人 汇款金额共 ¥（     ）元 

备注 
 

 

2019 年  月  日 

 

注：请于 3月 6日前，将此表传真至 010-59337907或发 E-mail至 nongzixh@sina.com，本

回执复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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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议议程（拟） 

 

日期 时间 会议名称 具体内容 参加人 发言人 主持人 

3月 12日 

全天  会议报到 全体代表   

晚上 

19:00-20:30 
 

协会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拟邀请部委领导出

席，围绕淡储、关税等政策进行研讨） 

常务理事单

位代表 
  

3月 13日 

上午 

8:30-12:00 

第五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 

1、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领导致辞 

全体理事单

位代表，非

代表可列席 

 

符纯华 

2、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重要讲话   杨建平 

3、五届四次理事会议工作报告 李殿平 

4、五届四次理事会议财务报告 符纯华 

5、宣读会员调整名单等事项，提请审议表决  

6、协会理事会法人代表、副会长等调整事项，

提请审议表决 
 

7、宣读协会五届四次理事会议决议  

交流讨论 
8、围绕春耕备耕、保障农资供应、行业相关政

策等话题进行交流发言讨论 
全体代表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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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4:00-17:30 

2019全国农资

企业风险防控

专题培训班 

1、培训班开班仪式 

全体代表 

协会领导 

 

2、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趋势及对农业影响 
工行总行

宋  玮 

 晚餐 

晚上 

19:00-20:30 
 2019首届全国农资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 

地方农资协

会秘书长及

代表 

 符纯华 

3月 14日 

上午 

8:30-12:00 

2019全国农资

企业风险防控

专题培训班 

农企财税风险、审计风险防专题培训 

全体代表 

 

知名财税

专家 

 
下午 

14:00-17:30 

1.尿素期货专题培训 
郑州商品

交易所 

2、2019 春耕农资市场形势专题分析（肥料、农

药、农机版块） 

农资行业

专家 

3、会议总结  

3月 15日 

上午 实地考察 

 
下午 午餐及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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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丽森酒店交通信息 

 
重庆丽森酒店坐落于重庆两江新区商业核心地段，于城市

之肺--森林公园照母山山下，是一家集重庆生态、艺术、智能

化为一体的高端精品主题酒店，毗邻政府行政区域和观音桥商

圈，可尽享自然生态、艺术气息与交通便捷。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丽森酒店（22 公里） 

乘坐出租车约 27分钟，47元左右。 

乘坐轨道交通 10号线→轨道交通 6号线光电园站（2B出口）

下车步行 400米，即到酒店。 

●重庆北站（高铁站）—重庆丽森酒店（7 公里） 

乘坐出租车约 18分钟，18元左右。 

乘坐轨道交通环线→轨道交通 6 号线光电园站（2B 出口）

下车步行 400米，即到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