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
暨第七届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

会议时间：
2017 年 9 月 20 日-21 日

会议地点：
杭州花家山庄（西湖区三台山路 25 号）

峰会语言：
中，英，韩，日，四语同声传译
2017 年 9 月 20-21 日, 由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联合主办的 “第三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
会暨第七届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 定于杭州丼行。峰会将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
利亚、欧洲及北美等地的化学品法规进行详细解读，同时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知名丏家，针对化学品法规合规经验，危险化学
品管理，化学品分类监管等议题发表主题演讲。

峰会亮点：
- 2018 年亚太地区化学品法规展望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2018 年 REACH 截止应对及日后监管趋势
- 亚太地区最新化学品法规：中国新化学物质登记（环保部第七号令及其指南文件征求意见稿）
，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JT617）
，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
，韩国 K-REACH，日本化学物质审查管理法（CSCL）
；
- 中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最新进展；
- 中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及欧洲等地化学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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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
际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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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态和监管为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品法规丏家、政府官员、知名企业代表与参会
代表分享化学法规劢态和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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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 SMCR2016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沈远 女士

电话: +86 571 87206574

邮箱: susan@cirs-group.com

传真: +86 571 87206533

第五届 SMCR2015

第四届 SMCR2014

第三届 SMCR2013

第二届 SMCR2012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沈远 女士

电话: +86 571 87206574

邮箱: susan@cirs-group.com

传真: +86 571 87206533

第一届 SMCR2011

参会理由
- 来自世界各地 100 多家企业 200 多位丏家代表
- 国家质检总局检验监管司副司长于群利将莅临本次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 ECHA 执法论坛副主席 Mr. Eugen Anwander 及 ECHA 注册卷宗部经理 Ms. Mercedes Vinas 做主题演讲
- 全程超过 5 小时讨论时间，为您提供丰富的交流机会
- 特色主题活动: 参会之余领略大型杭州特色实景歌舞剧《宋城千古情》
。new!

建议参会人员
- 产品安全，法规事务丏家
- 化学品采贩经理
- 环境卫生局丏家，顾问
-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人
- 质量控制负责人
- 产品注册丏员
- 化学品进出口经理

会议费用：
报名时间

报名费用(含税)

往届代表优惠价(含税)

8 月 1 日前

4000 元/人

3800 元/人

8 月 1 日后

4200 元/人

4000 元/人

*注册费用含午餐，不含住宿费。

报名方式：
- 填写报名回执并发送至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会务组
- 在线报名

联系人：沈女士
电话：0571 8720 6574

传真：0571 8720 6533

邮箱：susan@cirs-group.com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秋溢路 288 号东冠高新科技园 1 号楼 11 层，310052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沈远 女士

电话: +86 571 87206574

邮箱: susan@cirs-group.com

传真: +86 571 87206533

第三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议程
9 月 20 日

议题

演讲嘉宾

8:15-9:00

企业签到

9:00-9:10

欢迎致辞

9:10-9:30

中国进出口化学品检验监管现状及展望

9:30-10:10

中国危险化学品登记

10:10-10:40

茶歇

10:40-11:20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JT617）解读

11:20-11:50

同台答疑

11:50-13:30

午餐

13:30-14:10

日本 GHS 实施及其更新情况分析

侯蓉 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JEMAI）

14:10-14:50

日本化审法（CSCL）概要及 2017 年修订情况解读

Yoshinori MOMOSE 日本环境省（MOE）

14:50-15:10

同台答疑

15:10-15:40

茶歇

15:40-16:20

韩国既有物质登记现状

TBD

16:20-17:00

韩国 PEC 物质注册案列分析

Young-In Kim 韩国化学融合试验研究院(KTR)

17:00-17:30

同台答疑

18:00-20:00

主题活劢

于群利
副司长，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检验监管司
陈金合
中国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
交通运输部

9 月 21 日
9:00-9:40

如何应对 2018 年欧盟 REACH 注册截止期

9:40-10:20

欧盟国家的 REACH 法规监管情况

10:20-10:40

茶歇

10:40-11:20

澳大利亚化学品管理综述

11:20-11:50

同台答疑

11:50-13:30

午餐

13:30-14:10

中国化学品管理趋势

14:10-14:50

中国新化学物质指南文件修订介绍

14:50-15:10

同台答疑

15:10-15:30

茶歇

15:30-16:10

讨论：如何用一套 SDS 实现合规要求？

16:10-16:50

东南亚地区化学品管理要求及最新进展

16:50-17:10

同台答疑

Ms. Mercedes Vinas
ECHA 注册卷宗部经理
Mr. Eugen Anwander
ECHA 执法论坛副主席

聂搴 Risk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RMT)

孙锦业
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卢玲
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潘晶瑾
Piyatida (Tung) Pukclai
Dr. Knoell Consult Thai Co. Ltd.

峰会闭幕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沈远 女士

电话: +86 571 87206574

邮箱: susan@cirs-group.com

传真: +86 571 87206533

第三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报名回执 (SMCR 2017 Registr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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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First Name)

姓(Last Name)

性别(Gender)

职务(Title)

参会代表(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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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至会务组沈女士
[sus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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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an Shen at [susan@cirs-group.com]
2. Please remit the registration fee to CIRS Ireland Bank and
indicate ‘2017 SMCR’.
3. Please provide invoice information if it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part I.

CIRS China Account
户名：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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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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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远 女士 Ms Susan Shen
邮箱(Email): susan@cirs-group.com

电话(Tel): +86 571 87206574
传真(Fax): +86 571 87206533

-

The Registration fee is 4200 RMB /620 USD per delegate with two lunch and one dinner tickets included. The early birds
st
registration fee 4000RMB /590 USD per delegate is available based on payment received before 1 August 2017;

-

We also accept cash as payment when you attend this event. Receipt will be given when you check in;

-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mplete the check-in procedure on the afternoon of 19 Sep to receive delegate card/meeting
materials for easy access and early re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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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沈远 女士

电话: +86 571 87206574

邮箱: susan@cirs-group.com

传真: +86 571 87206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