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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东 盟 农 资 商 会 
China-ASEAN Chamber of Agricultural Commerce 

 

中农商字„2017‟7 号  

 

关于召开 2017 中国—东盟农资产业高峰论坛 

暨中国东盟农资商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7 年恰逢东盟成立 50 周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6 周年。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国和东盟等国家的

产能合作、市场对接、优势互补，搭建农资、农业、经贸、信

息技术等交流合作平台，服务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农资农业经

贸发展和中国东盟贸易一体化，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 9 月下旬，在南宁联合举办“2017 中国

—东盟农资产业高峰论坛”。同期，中国东盟农资商会召开第二

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7 中国东盟农资产业高峰论坛 

（一）论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供销合作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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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中华合作时报社 

（二）论坛时间 

1、报到时间：2017 年 9 月 26 日，全天。 

2、论坛时间：9 月 27—29 日上午，会期 2.5 天。 

（三）论坛地点 

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88 号 

电话：0771-2111888 

（四）论坛主题 

共享一带一路机遇，深化农业农资合作 

（五）论坛内容 

1、专题报告：中国和东盟等国家农资、农业、经贸政策、

市场形势、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等。 

2、研讨互动：“一带一路”农业领域、农资企业、商协会、

合作社等的共享发展、合作共赢商机。 

3、实践分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探索；中国优质

农资产品、优秀农资企业走进东盟和其他国家；东盟等国家的

优质农产品、投资贸易环境推介。 

4、经贸洽谈：中国与东盟等国家农业农资领域新产品、新

技术、新成果展示，经贸合作洽谈。 

5、现场参观：组织参观现代农业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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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人员 

本次论坛得到了中国外交部、财政部的项目支持，将重点

用于组织邀请东盟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商协会、大

型企业负责人到会作专题报告和业务交流。参会人员包括： 

1、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 

2、中国有关部委领导、专家学者。 

3、东盟等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商协会、大型企业负责人。 

4、东盟等国家驻华使领馆有关负责人。 

5、中国及东盟等国家农资、农业、经贸等领域的龙头企业

负责人等。 

6、其他参会嘉宾。 

二、中国东盟农资商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一）报到时间：2017 年 9 月 26 日下午 17:00 前。 

（二）会议时间：9 月 26 日晚，19:00-20:30。 

（三）会议内容：研究商会近期工作，表决通过相关事项，

听取理事单位和商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成员对商会工作及化肥出

口关税政策等的意见和建议。 

（四）参会人员：国家有关部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有关部门领导；中国东盟农资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或代表；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成员；其他参会嘉宾。 

三、会议费用标准 

会议费：4800 元/人，含会议费、专家报告费、资料费、

食宿费（9 月 26—29 日上午，3.5 天，标间合住）等。如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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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请补交 1000 元差价；如需延住，请在参会回执中标明信

息，并补足差价。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会员、中国农资流通协会会员、中国农

资传媒理事会成员可享受优惠价3800 元/人（标间合住）。如需

单人住，请补交差价1000元。  

发票由中国东盟农资商会开具，开具内容为会议费。 

四、报名须知 

（一）请于 9 月 10 日前，将参会回执传真或邮件至中国东

盟农资商会秘书处，将费用汇至商会账户，并与商会联系人沟

通确认。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账  户：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账  号：0200299809100031159 

（二）中国东盟农资商会各理事单位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成

员单位，请于 9 月 26 日下午 17:00 前报到，报到当晚按时参加

商会二届五次理事会议。如因故不能到会，请及时与商会秘书

处联系，并出具书面请假函。 

（三）会议期间，如参会单位有展览展示需求，请与商会

秘书处联系，可提供简易展示台位，供企业摆放宣传资料、易

拉宝及产品样品等。 

五、联系方式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联系人： 

孟  杰 +86 10 59337908，+86 1358193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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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通 +86 10 59337911，+86 18610613782 

张  宁 +86 10 59337912，+86 18811527298 

姚嘉龙（展览展示）+86 10 59337922，+86 13522830229 

E-mail：cacac2015@163.com 

传真号：+86 10 59337907 

 

附件： 

1、2017 中国—东盟农资产业高峰论坛暨中国东盟农资商会

二届五次理事会议参会回执 

2、酒店交通信息 

 

 

2017 年 8 月 2 日 

  

mailto:cacac20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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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中国—东盟农资产业高峰论坛 

暨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二届五次理事会议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代表姓名 1  职务  性别  

手机  
是否将手机号 

加入通讯录 
□是  □否 

住宿安排 □单间  □标间（□单住/□合住） 备注  

代表姓名 2  职务  性别  

手机  
是否将手机号 

加入通讯录 
□是  □否 

住宿安排 □单间  □标间（□单住/□合住） 备注  

代表姓名 3  职务  性别  

手机  
是否将手机号 

加入通讯录 
□是  □否 

住宿安排 □单间  □标间（□单住/□合住） 备注  

发票抬头名称  

纳税识别号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  邮编  

具体地址  

参会人数 共   人 
（请加盖公章） 

 

 

 

             2017 年   月   日 

汇款金额 元  

请将此参会回执传真至 010-59337907，或邮件至 cacac2015@163.com。复印有效。 

为确保订房，请务必提前报名并汇款。 

mailto:cacac20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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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酒店交通信息 

 

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 
 

一、酒店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88号 

——地铁 1 号线南湖站 B2 出口(民族大道与双拥路交汇市

政府南湖公园) 

电话：0771-2111888 

二、交通路线： 

 南宁火车站—酒店： 

打车：4.5 公里，乘车约 15分钟，费用约 15元。 

地铁：南宁火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5 站后在南湖站下车，B2

口出站，步行 347 米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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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吴圩机场—酒店： 

打车：36公里，乘车约 35 分钟，费用约 100 元。 

公交：乘车约 2 小时 15 分钟，乘坐机场巴士 2 号线(南宁吴圩

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沃顿国际大酒店)。 

 市中心  自治区政府—酒店： 

打车：4.5 公里，乘车约 15 分钟，费用约 15 元。 

地铁：步行 363 米至地铁 1 号线新民路地铁站上车， 3 站后在

南湖站下车，B2口出站，步行 347 米至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