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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暨第四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

（HCF&SMCR 2019）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暨第四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HCF&SMCR 2019)将于 2019 年 10 月 24-25

日在上海联合召开。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HCF）是欧洲知名的化学品独立论坛，致力于提高全球化学品安全和

管理水平。2019 年，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HCF）首次落地中国，与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SMCR）结合，为亚

洲企业带来一场高规格的化学品安全管理盛宴。 

HCF 亚洲会议是 2019 HCF 春季会议的精华版，会议将沿袭 HCF 论坛模式，选取符合亚洲形势的主题，邀

请来自全球的官员与业内专家对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热点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同时，为了更贴合亚洲企业需求，会

议设有化学品法规主题演讲，为企业解读最新法规政策，提供合规经验，并就行业内所关心的话题做充分的沟通

与交流。 

时间：2019.10.24-25 

地点：上海浦东锦江汤臣洲际酒店，二楼 汤臣堂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77 号 

 

会议亮点： 

 代表欧洲化学品管理最前沿的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首次落地中国，为亚洲企业带来一场高规格的化学品

安全管理盛宴。 

 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 中

国海关，中国生态环境部，中国交通部，中国应急管理部等专家参与会议讨论，化学品监管层思想的一

次精彩碰撞。  

 关注业内热点，选择符合亚洲形式主题，从宏观管理到法规聚焦，多层次进行沟通与交流。  

 游轮晚宴特色活动，与业内大咖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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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HCF）?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HCF）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全球化学品安全和管理水平的独立论坛。会议通过由官方权

威人士组成的小组，对化学品热点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和相关讨论。研讨会的议题由 HCF 会议组委会选出，确保

了议题的全球关联性和时事性。会议聚集了来自 40 多个不同国家的专家与权威人士，吸引了国际政府，政界人

物，行业领头人，非政府机构组织，学术协会，媒体及对全球化学品安全管理有兴趣的专业人士前来参加会议。 

  
 

什么是 SMCR? 

由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办的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Summit Meeting on Chemical Regulations 

in Asia Pacific）前身为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作为中国首个针对亚太地区化学品法规的会议，自 2011 年创

办以来，得到了亚太地区化学品主管当局的大力支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化学品法规峰会之一。 

峰会以亚太地区化学品法规动态和监管为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品法规专家、政府监管部门、知名

企业代表与参会代表分享化学品法规动态和解决方案，旨在为化学品企业与亚太地区的化学品主管当局架起交流

的绿色桥梁，加深国际间化学品管理交流，实现化学品管理政策透明化，促进亚太化工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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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会议提供中文、英文的同声传译。此议程更新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若因议程变动而给您带来不便，还请谅

解。10 月 23 日 16:00-19:00 可以提前办理会议注册。 

2019 年 10 月 24 日 

时间 会议流程 演讲嘉宾 

8:00-9:00 会议注册  

9:00-9:10 开幕致辞 
Geert Dancet 秘书长，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 

林育麟，AICM 理事会成员 

9:10-9:30 
主题演讲：共同合作来解决工

业化学品管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Anthony Cox 副理事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环境理事会

（OECD）  

9:30-9:50 
主题演讲：在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中进行合理的化学品管理 
Tim Kasten 副总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部（UNEP） 

9:50-10:10 茶歇  

10:10-12:10 
讨论 1：如何衡量不同化学品

管理系统的性能 

主持人：Eeva Leinala 首席行政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危害评

估和降低风险部门 

组员： 

1. 风险与政策评估公司 (RPA): Meg Postle 

2. 深圳零废弃：毛达，执行理事 

3.   陶氏化学（中国）：董晶，亚太总监 

4.   中国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郭秀云，副主任 

12:10-13:20 午餐  

13:20-13:40 
主题演讲：中国海关进出口危

险货物检验监管报告 
于群利副司长，商品检验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13:40-15:40 
讨论 2：塑料和循环-从污染

层面到有价值的主张 

主持人： Tim Kasten 副总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部

（UNEP） 

组员： 

1. 泰国污染控制署：Pralong Dumrongthai，署长 

2. 终止塑料垃圾联盟（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林育

麟，陶氏化学（中国）董事长 

3. 有机污染物联盟（IPEN）：Jane Bremmer，塑料顾问 

4.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Erwin Annys，部门主管 

15:40-16:00 茶歇  

16:00-18:00 
讨论 3：化学品数据的质量以

及获取 

主持人：Hugo Waeterschoot 管理顾问, 欧洲金属协会 

组员：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Bob Diderich, 部门主管 

2. 环境毒理学和化学学会（SETAC ASIA）: 游静教授，亚太分

会主席 

3. 财团法人安全卫生技术中心（Sahtech）：Jowitt Li,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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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Erwin Annys，部门主管 

5. 唯一代表组织（Only Representative Organisation）：

Dieter Drohmann，董事长 

18:30-21:30 夜游黄浦江（含晚宴）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时间 会议流程 演讲嘉宾 

9:00-9:30 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的现状与展望 
韦洪莲总工程师，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

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9:30-10:00 危险化学品监管现状及进展 
陈金合副主任医师，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华

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10:00-10:15 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Durand-Delacre Xavier，AICM 理事会 

10:15-10:35 Q&A  

10:35-10:50 茶歇  

10:50-11:20 东南亚地区化学品法规管理要求及更新 Caroline Li, 新加坡化工联合会 （SCIC） 

11:20-11:50 海关如何对进出口危险货物及其包装进行检验 刘峰，处长，上海海关商品检验处 

11:50-12:10 Q&A  

12:10-13:30 午餐  

13:30-14:00 韩国 K-REACH 法规现状 
Soonkwang Kwon，科长，化学品注册 1

科，韩国化学品管理协会（KCMA） 

14:00-14:30 JT/T-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简介 
吴金中，主任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14:30-14:50 Q&A  

14:50-15:10 茶歇  

15:10-15:40 台湾新化学物质及既有化学物质资料登录办法 
Jowitt Li 总监, 台湾财团法人安全卫生技术

中心（Sahtech） 

15:40-16:10 欧盟 REACH 注册后义务：卷宗评估，物质评估等 Erwin Annys, 欧盟化学品管理署（E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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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Q&A  

16:30 会议结束  

 

注册 

详细注册信息请关注 HCF&SMCR 2019 官方网站（http://smcr.cirs-group.com/hcf&smcr）。  

立即注册 

1. 在线注册 

2. 填写注册回执，并发送至 meeting@cirs-group.com 或传真到 0086-571-87206533。我们将尽快进行信

息确认并予以回复。 

与会机构 

主办方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协会                             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方 

 
AICM 

赞助方 

 

                     
中检科健（天津）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苏州华测安评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Verisk 3E  

 

http://smcr.cirs-group.com/hcf&smcr/index.php/Home/Index/registration
http://smcr.cirs-group.com/hcf&smcr
http://meeting.cirs-group.com/?lang=zh-CN
http://offers.verisk3e.com/?utm_source=website&utm_medium=homepage&utm_campaign=CIRS_Helsinki_Chemicals_2019_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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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方 

 
Chemical Watch 

演讲嘉宾 

 

 

 

 

 

 

 

 

 

 

 

 

 

 

 

      

 

 

 

 

Anthony Cox 副理事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环境理事会 

Tim Kasten 副总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经济部 

Eeva Leinala 首席行政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危害评估和降低风险部门 

Hugo Waeterschoot 管理顾问, 欧洲金属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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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win Annys 部门主管，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ECHA） 

Bob Diderich 部门主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Dieter Drohmann ， 董 事 长 ， 唯 一 代 表 组 织 （ Only 

Representative Organisation） 

陈金合副主任医师，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游静教授，亚太分会主席，国际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 （SETAC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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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酒店— 2 楼 汤臣堂 

坐落于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的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地理位置优越便捷，5 分钟步行即达城市轨道交通枢纽--

世纪大道地铁站，可换成 2，4，6，9 号线。 步行 3 分钟可达多个商场及餐饮综合区。酒店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

提供独具匠心且纯正的当地美味及全球美食。辅以位于顶楼的洲际行政俱乐部一览城市美景，修葺一新的洲际俱

乐部客房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洲际俱乐部团队，定会为您的商务或休闲出行营造豪华且温馨的家外之家入住体

验。您还可以在酒店独特的休闲池中放松身心，悠然度过闲暇时光。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77 号  

电话: +86 21 58356666 

如果您需要住宿服务请联系会务组 meeting@cirs-group.com 或拨打电话 0571-87206507 

   

周边景点  

Meg Postle 总监，风险与政策评估(RPA) 

Jowitt Li 总监，台湾财团法人安全卫生技术中心（Sah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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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  4.0 km 

 浦东时代金融中心  2.6 km 

 上海迪士尼公园  25.4 km 

 东方明珠塔  3.1 km 

 田子坊  6.7 km 

 城隍庙  3.4 km 

 

 

赞助方案 

基础赞助  20,000 RMB 

 赞助商冠名：在会议官网、宣传册、会议手册、现场背景板、签到台中展现赞助商 LOGO 

 在茶歇区设立约 1.5m*2m 展示台，可放置赞助单位宣传资料及易拉宝，每家易拉宝仅限一个。 

 免费参会名额 2 名 

 

额外的赞助机会 

 《会议手册》收录赞助单位信息（A4 彩页，版面内容由赞助公司提供）    10,000 RMB 

 会议资料袋中放置赞助商宣传资料一份                                 5,000 RMB 

 礼品赞助（礼品内容需经过主办方审核） 

 

企业赞助的确认 

在验证赞助人资信等情况后，主办方会与赞助人签订赞助协议，明确赞助的形式、金额、支付方式，明确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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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设展区域 

 

联系方式  

HCF&SMCR 会务组 

电话: +86 571 8720 6574 

邮箱: meeting@cirs-group.com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东冠高新科

技园 1 号楼 11 楼，310052 

如果您需要签证上的帮助，也请

联系我们。 

 

mailto:meeting@cir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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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Form – HCF&SMCR 2019 

第一部分：公司和参会代表(Part I. Company and Delegates) 

公司(Company) 

地址(Address) 

联系人(Contact Person) 

邮箱（Email） 

电话（Tel） 

参会代表（Delegates） 

名(First Name) 姓(Last Name) 性别(Gender) 职务(Title) 

是否参加活动 (Would you 

like to attend the activity?) 

10 月 24 日 夜游黄浦江 (The night tour on the 

Huangpu River on 24 Oct.) 
免费 (Free) 

第二部分：报名流程（Part II.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中国企业 (For Chinese Company only) 

1. 请完成报名回执并随附公司开票信息(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 ， 请 提 供 税 务 登 记 证 复 印 件 ) 发 送 至 会 务 组 汪 女 士

[meeting@cirs-group.com]。 

2. 将会务费转账至如下账户。

3. 说明开票要求。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For Oversea Company only（海外企业） 

1. Please fill in this registration form and send back to Ms

Wency Wang at [meeting@cirs-group.com] 

2. Please remit the registration fee to CIRS Ireland Bank

and indicate ‘HCF&SMCR 2019’. 

3. Please provide invoice information if it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part I. 

CIRS China Account 

户名：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账号：1202021419900146022  

SWIFT 编码：ICBKCNBJZJP  

行号（大宗支付号）：102331002149 

CIRS Bank Information 

Beneficiary Name: CIRS Ltd 

Bank Name:  Bank of Ireland 

Bank Address : Wilton, Cork, Republic of Ireland 

Sort Code:  902805 

Account #: 90404884 

BIC/Swift:    BOFIIE2D 

IBAN:  IE15 BOFI 9028 0590 4048 84 

第三部分：问题和建议(Part III. Questions & Comments) 

 We are vegetarian. 

 We need special assistance.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务组联系方式（Summit Committee） 

联系人(Contact Person): 汪琛 女士 Ms Wency Wang  电话(Tel): +86 571 87206507  

邮箱 (Email): meeting@cirs-group.com     传真(Fax): +86 571 87206533 

- The Registration fee is 4800 RMB (650EUR) per delegate with two lunches included. The early birds registration fee 

4500RMB (600EUR) per delegate is available based on payment received before 1st September 2019; 

-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mplete the check-in procedure on the afternoon of 23rd October to receive delegate 

card/meeting materials for easy access and early review;  

- Please send this form to [meeting@cirs-group.com] after it is completed; or contact +86 571 8720 6507 for assistance;  

-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we will confirm your successful registration; 

- It typical takes 2 to 5 working days to get a Chinese visa (express service is available). If you need a visa, please make sure 

to register for this event at least 10 days before the start of this event. 

mailto:meeting@cir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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