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
SMCR 2016 )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 SMCR 2016 )将于2016年10月在杭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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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最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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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知名企业代表与
参会代表分享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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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峰会背景峰会背景

继欧盟实施REACH法规以来，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陆续更新相关化学品管理法规，不断加强化学品安全管理。在日
益严格的监管审查新形势下，化学品企业如何完善法规应对工作，保障生产和贸易的稳定；面对实际工作中的技术
空白、经验短缺、成本骤增，化学品企业如何更好的化挑战为机遇，成为时下整个工业界关注的焦点。"亚太化学品
法规峰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旨在搭建化学品企业与监管部门第一交流平台。

■ 会议主旨■ 会议主旨

致力于亚太化工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 ■ 参会人员参会人员

中、韩、日、欧盟化学品主管当局官员
世界各地化学品法规专家
参会企业代表

■■ 峰会亮点 峰会亮点

- 2016年亚太地区化学品法规展望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亚太地区最新化学品法规信息：中国新化学物质登记（环保部第七号令及其指南文件修订相关），美国有毒物质
控制法变革（TSCA Reform），韩国K-REACH，日本化学物质控制法案（CSCL），台湾有毒化学物质控制法案
（TCSCA）；
- 中国危险化学品仓储运输实际案例分享；
- 中国及欧洲的化学品监管；
- 世界各国GHS要求和实施情况；
■■ 峰会内容 峰会内容

第一天上午：欧盟及美国法规专场
第一天下午：日本及韩国法规专场
第二天上午：中国法规专场
第二天下午：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法规专场
■■ 参会理由 参会理由

- 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企业200多位专家代表
- 全程超过5小时讨论时间，为您提供丰富的交流机会
- 优惠活动优惠活动：参会企业均可获赠一份中/英SDS服务
- "西湖品茗"主题活动 "西湖品茗"主题活动：让您参会之余领略G20G20主办城市-杭州的魅力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7494302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47494302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646/


■■ 峰会地点 峰会地点

杭州

杭州大华饭店 -湖景会议厅

酒店地址：杭州西湖景区南山路171号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提供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的同声传译。此议程更新于2016年8月26日，若因议程变动而给您带来不便，还
请谅解。 

SMCR2016议程（议程（2016年年10月月18-19日）日）

10月17日
14:00-20:00

会议签到
我们建议您在会议前一天办理登记手续，提前获得会议入场代表证和会议资料。

10月18日10月18日 议题议题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7:45-8:30 企业签到  

8:30-8:45 欢迎致辞 SMCR组委员主席

8:45-9:25 REACH监管情况和CLP Article45实施进展 TBD

9:25-10:05 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更新情况
Bonita ReynoldsBonita Reynolds
TSCA法规咨询师& SDS团队负责人，3E

10:05-10:30 茶歇  

10:30-11:00 中国危险化学品介绍
蒋伟蒋伟
危险品与包装检验鉴定中心主任，上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11:00-11:30 中国危险化学品检验监管流程
刘峰刘峰
检验监管处副处长,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1:30-12:00 同台答疑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日本化学品法规
Taro IshikawaTaro Ishikawa
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JEMAI）

14:00-14:30
化学物质控制法（CSCL）中现有化学品风
险评估解读

Mariko MURATAMariko MURATA
副部长，化学品管理政策部，日本经济产业省
(METI)

14:30-15:00 日本化学品法规最新解读
Yoshinori MOMOSE Yoshinori MOMOSE 百瀬 嘉則百瀬 嘉則
副部长，化学品评估中心，环境卫生部，日本环境
省（MOE）

15:00- 15:20 同台答疑  

15:20-15:40 茶歇  

15:40-16:20 案例分析——韩国K-REACH下的联合注册
Sanghee ParkSanghee Park
总经理, Chemtopia Co. Ltd.

16:20-17:00 韩国化学品法规最新解读
Myoung Jin, YunMyoung Jin, Yun
化学物质部经理，韩国化学品管理协会（KCMA）

17:00-17:30 同台答疑  

18:00- 20:30 "西湖品茗"主题活动  

 第一天议程结束  

10月19日10月19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9:00-9:40 全球GHS实施进展及合规关键时间点
潘晶瑾潘晶瑾
GHS项目负责人，高级法规咨询师, 杭州瑞旭产品
技术有限公司（CIRS）

9:40-10:20 危险化学品仓储运输
刘霞刘霞
亚太区危险物料合规经理，奇华顿管理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

10:20-10:40 茶歇  

10:40-11:20 危险化学品分类
陈金合陈金合
危化登记负责人,中国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
心

11:20-11:50 同台答疑  

11:50-13:40 午餐  

13:40-14:20 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趋势
孙锦业孙锦业
化学品管理技术部负责人,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
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14:20-15:00 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文件解读
卢玲卢玲
审核登记部高级工程师, 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15:00-15:20 同台答疑  

15:20-15:40 茶歇  

15:40-16:10 案例分析——新化学物质登记
王旗威王旗威
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风险评估负责人，杭州瑞旭产
品技术有限公司

16:10-16:40
台湾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TCSCA)和职业
安全卫生法(OSHA)最新解读

吴建兴吴建兴
总经理，佳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瑞士工业安全协
会台湾办事处）

16:40-17:20 东南亚化学品法规
陈予英陈予英
高级法规咨询师, 3E

17:20-17:50 同台答疑  

 峰会闭幕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Mariko MURATA
副部长

化学品管理政策部，日本经… 

百瀬 嘉則
副部长

化学品评估中心，环境卫生… 

卢玲
审核登记部高级工程师

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 

孙锦业
化学品管理技术部负责人

中国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蒋伟
危险品与包装检验鉴定中心…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刘峰
检验监管处副处长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陈金合
工程师,危化登记负责人

中国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 

Myoung Jin,Yun
经理

韩国化学品管理协会（KC… 

Sanghee Park
总经理

Chemtopia Co. Ltd.  

吴建兴
总经理

Jointek Technology Corp  

王旗威
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风险评…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潘晶瑾
GHS项目负责人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刘霞
亚太区危险物料合规经理

奇华顿管理咨询（上海）有… 

Bonita Reynolds
SDS团队负责人

TSCA法规咨询师，3E  

陈予英
高级法规咨询师

3E  
Taro Ishikawa

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 (JE…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9月1日后注册4200元/人，注册费用含午餐，不含住宿费。 

参会企业均可获赠一份中/英SDS服务（使用有效期：2016.11.01-2017.11.01），若有需要请在报名表中注明。

我们同样接受现金支付参会费用。现金支付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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