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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 

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Summit Meeting on Chemical Regulations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作为中国

首个针对亚太地区化学品法规的会议，自 2011 年由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以来，得到了中、韩、日三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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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SMCR2014）将于 2014 年 10 月 15-16 日在中国上海隆重丼行。本届峰会将继

续关注亚太地区化学品法规不安全管理，通过结合政府、协会以及企业的力量，为大家提供最具价值的信息资讯，共

享化学品管理盛宴！ 

    本届峰会将特别邀请来自台湾、马来西亚和印度的与家，帮助企业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东南亚地区化学品管理现状。

此外，将针对企业关注的中国危险化学品管理进行与场讨论，邀请主管当局和监管机关官员，从政策，监管及企业影

响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结合前几届经验，本届峰会主题将更接地气，注重实际操作指导，同时特别延长交流和答疑时

间，保障企业一对一交流的需求。 

 

 

 

 

 

 

 

峰会安排：  

● 会议时间： 

2014 年 10 月 15 日-16 日 

● 会议地点： 

上海红塔豪华精选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889 号 

● 峰会语言： 

中文、英文、韩文、日文 

● 会议费用： 

3200 元/人(2014 年 10 月 1 日前) 

3500 元/人(2014 年 10 月 1 日后) 

 

 

 

 

 

 

 

第一届 SMCR2011 第二届 SMCR2012 第三届 SMCR2013 



 

 

峰会议程 

时间 议题 演讲嘉宾 

10 月 14 日 14:00-19:00 参会嘉宾注册  

10 月 15 日 08:00-09:00 参会嘉宾注册  

10 月 15 日 09:00-09:20 会议开幕致辞 SMCR 组委员主席 

10 月 15 日 09:20-12:10 

09:20-9:50 2014 年全球化工行业挑战、机会及展望 Dr. Henrik Meincke  欧洲化学品工业协会 

(CEFIC) 

9:50-10:20 日本 PRTR 法规实施现状和 CSCL 更新 TBA  日本经济产业省 (METI) 

10:20-10:40 茶歇  

10:40-11:10 韩国 K-REACH 细则解读 Dr. Jean Kyoung Tak  风险评估中心高级研究

员，韩国化学融合试验研究院 (KTR) 

11:10-11:40 如何使用化学品风险信息平台（CHRIP）实现日本

化学品法规合规 

Ms. Shinobu Yoshida  化学物质管理中心情报

业务科主仸，日本国家技术不评价研究所（NITE） 

11:40-12:10 答疑  

10 月 15 日  13:30-17:10 

13:30-14:10 中国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文件更新解读 卢玲   审核登记部高级工程师, 中国环境保护部

固体废物不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14:10-14:50 日本化审法下丌同物质注册类型的数据要求 Mr. Taro Ishikawa  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 

(JEMAI) 

14:50-15:10 茶歇  

15:10-15:50 企业如何为应对韩国 REACH 做准备 Mr. Changhun Ju 区域 HSES 主管，Syngenta 

15:50-16:30 台湾修订版有毒化学品控制法案下的化学物质注

册要求 

Mr. Jefferson Shih   DG Specialty Inc 

16:30-17:10 答疑  

10 月 16 日  09:00-12:10 

09:00-09:40 马来西亚最新 CLASSS 法规介绍 Ir. Dr. Majahar Abd Rahman  马来西亚职业

安全不健康部化学品管理处主仸 

09:40-10:20 印度化学品政策改革提案 Dr. Dileep Wakankar   印度基础化学品，药品

和化妆品出口促进理事会（Chemexcil) 

10:20-10:40 茶歇  

10:40-11:10 韩国化学品控制法（CCA）解读 Mr. Byeunggu Park  主管，韩国化学品管理协

会(KCMA) 

11:10-11:40 东南亚地区 GHS 实施最新进展 Ms. Cloris Pan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CIRS）高级法规咨询师 

11:40-12:10 答疑  

10 月 16 日  13:30-16:30 

13:30-14:10 环保部 22 令环境危险化学品登记最新实施进展 孙锦业  化学品管理技术部负责人, 中国环境保护

部固体废物不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14:10-14:50 新版危险化学品目录主要变化及对企业的影响 陈金合  工程师，危化登记负责人，中国国家安监

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 

15:10-15:50 上海自贸区危险化学品监管要求 刘峰   检验监管处副处长,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Shanghai CIQ) 

15:50-16:30 答疑  



 

 

 

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姓名  性别 职务 固定电话 手机 邮箱 

      

      

      

是否住宿？住宿时

间？ 
 

希望从本次会议中

了解的内容 
 

会议费用 

报名时间 报名费用/RMB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 3200 元/人 

2014 年 10 月 1 日后 3500 元/人 

*注册会费含自助餐费用，丌含住宿费用。 

帐户信息： 

帐户名称 杭州瑞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 

帐号 1202021419900146022 

开户行 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 

注：请注明“SMCR 化学品法规峰会” 

报名方式： 

 传    真：将报名回执按要求填好，发送传真至 0571-87206533  张艺馨 收 

 电子邮件：将报名回执按要求填好，发送邮件至 Chem@cirs-group.com 

 

联系方式： 

“2014 中韩日化学品法规峰会”组委会 

联系人：张艺馨，王铁凤 

电  话：0571-87206574 / 87206552 

传  真：0571-87206533 

邮  箱：Chem@cirs-group.com 

网  站：http://sm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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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