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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指南

01 报名后如何参会观看直播？

● 登录大会官网

● 进入直播大厅 - 点击直播间参与直播

点击视频窗口即可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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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收到组委会发给您的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

已有账号和密码：
直接登录，填入账号密码

没有密码或忘记密码：
请点击无密码登录，通过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
和邮箱进行验证，即可登录。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user/login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live/hall


02 希望和嘉宾有进一步交流，
如何参与问答环节？

您可以在直播间的聊天室使用提问功能提交您的问题，演讲嘉宾将选择部分问题进行回答。

对于没有回答的问题，主办方将收集汇总与嘉宾和技术专家确认给与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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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会议期间，如何与其他的参会代表
       交流？

方式 A：在直播间找到希望交流的参会代表

● 直播大厅内的聊天室右边可以看到已参会的人员信息

● 发送交换名片申请● 对方接受申请后，即可在线
     聊天并查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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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瑞

小瑞

瑞欧

小欧

小瑞

小瑞

xiaorui@reach24h.com

小欧

小瑞

科技

小欧



● 网站右下角有“我的消息”

方式 B：在“我的消息”里查找好友

● 点击“添加好友”，输入对方的名字或公司名称精准搜索

● 对方接受申请后，即可在线聊天并查看联系方式

小欧

小瑞

1

小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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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瑞

小瑞

xiaorui@reach24h.com

小欧



04 所有的 PPT 资料都可以下载吗？
       在哪里下载？

您可以在直播大厅的资料下载区域下载您需要的演讲材料。

每位用户初始有 5 个下载积分，每下载一份 PPT 消耗一个积分。如何获得更多资料下载积分？	

1、前往展商大厅，访问浏览展商主页，每访问一个展位可获得 1 个下载积分（重复访问不计积分）； 

2、前往展商大厅，与展商在线交流沟通可获得 2 个下载积分（重复交流不计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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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参会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
感谢您的支持和参与，如果您在参会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欢迎联系大会组委会：

电话：0571-89977693

邮箱：crac@reach24h.com

微信：合规小助手（REACH24H-1）

3、前往用户中心，分享邀请码邀请行业好友共同参会，好友成功注册通过审核即可获得 3 个下载积分；



主办机构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

瑞欧科技是一家专业的技术服务机构，总部位于中国杭州，在中国台湾、爱尔兰、美国、韩国均设立了分支机构。

瑞欧科技拥有多名国际认证毒理学家、安全评估师和风险评估专家。通过打造 24 小时全球咨询服务网络和技术专家

团队，为企业及产品提供一站式的国际市场准入服务。服务领域覆盖工业化学品、农药和消杀产品、化妆品、食品和

食品接触材料、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服务内容包括产品注册登记、法规资讯和新闻预警、专题会议培训和公开课，以

及依托互联网技术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及信息化等服务。

“ 合规创造价值 - Value in Compliance ” 是瑞欧科技的行动宗旨。自公司成立以来，瑞欧科技为各国政府、协会、

社会团体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数千家企业，完成了数万个产品注册、登记和咨询项目，为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全球贸

易一体化提供了优质的技术服务。瑞欧科技将持续秉承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导理念，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

解决方案。

作为全球法规合规服务商，瑞欧科技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等多个行业协会以及全球

500 强企业中石油指定的欧盟 REACH 法规服务机构，并获得了浙江省经信委“企业应对欧盟 REACH 法规综合服务平台”

指定服务机构资格，取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认证企业技术中心（省级）、浙江科技型企业等资格认证。瑞欧

科技自 2012 年起成为美国商务部指定推荐的中国区法规合规服务供应商，与欧洲化学品工业联合会、新加坡化工协会、

马来西亚化工协会、爱尔兰出口商协会、泰国商务部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2009 年，欧盟化学品管理局、欧盟委员会、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芬兰化学工业联合会、赫尔辛基市政府以及

赫尔辛基大学等机构共同创办了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Helsinki Chemicals Forum, HCF)，将先进的化学品管理理念进

行传递，致力于促进全球化学品可持续管理。多年来，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将化学品风险管理体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逐渐从政府法规层面，扩展到了全球化工产业和市场运行领域，成为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级别对话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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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ach24h.com/
https://helsinkichemicalsforum.messukeskus.com/


瑞欧科技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产品的注册、登记和咨询服务。从欧盟 REACH 法规服务开始，

先后扩展至中国，美国、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及地区的工业化学品合规领域。

全球化学品合规服务

欧盟 REACH 法规服务

英国 UK REACH 化学品法规服务

土耳其 KKDIK 法规服务

美国 TSCA 服务

加拿大 CEPA 新物质申报法规介
绍及服务

EHS 法规管家

EHS 合规咨询与审核

危险货物运输及危险化学品仓储

全球 GHS 欧盟 CLP 应对服务

中国危险化学品登记服务

供应商合规审核服务

中国及亚太区主要国家
化学品登记服务

欧美主要国家化学品
登记服务

EHS 及 GHS
相关服务

台湾地区现有化学物质及
新化学物质登录服务

日本化审法 CSCL 申报服务

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亚太地区
化学品登记服务

   中国新化学物质登记服务
（7 号令及 12 号令）

   韩国化学品注册与评估法案
（K-REACH）服务

我们的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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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我们       电话 : +86 571 8700 7555    邮箱 : customer@reach24h.com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eu-reach.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uk-reach.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kkdik.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tsca.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cepa-new-substance-regulation-service.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cepa-new-substance-regulation-service.html
https://www.ehs24h.com/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safety/ehs-management.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safety/china-dangerous-goods-transportation-compliance-services.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safety/ghs-sds.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safety/dangerous-chemicals-consultation.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regulatory-support/supplier-compliance-audit-service.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tcsca-osha.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tcsca-osha.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cscl.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china-new-chemical-substance-registration.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china-new-chemical-substance-registration.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k-reach.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rviceitem/product-registration/k-reach.html


赞助商简介

Charles River

Global Product Compliance

40 多年来，Charles River 致力于新化学物质和现有物质的安全测试和注册。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均设有服务机构，

可以针对客户的需求，拟定解决方案，提供全方面的合规服务，以应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各权威机构的监管要求。

Charles River 的合作伙伴将会受益于强大的法规专家团队和经验丰富的科学专家，可以为其提供化学，生态毒理

学和环境生物以及内分泌干扰物筛选和毒理学研究综合团队。

Global Product Compliance（GPC）是研究全球法规合规性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

自 2008 年以来，分别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建立办事处，负责化学法规相关服务。

Global Product Compliance（GPC）在法规合规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是印度最大的合规服务咨询企业，

印度商务部曾委托 GPC 进行过多项研究和报告，曾为印度化学品法规和政策（CMSR）的定稿做出了积极贡献。

青岛诺诚化学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诺诚化学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的技术和成果转化窗口，能够为石油石化、煤

化工、钢铁冶炼、港口码头等行业企业的安全、环保、应急，提供技术服务与产品、培训与咨询、信息化建设与升级的“一

站式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产品，以科技引领无限未来，主要提供的服务包括：

· 化学品安全与应急数据库（ChemRight）

· 危险化学品合规服务（登记代理、SDS 制作）

· 事故应急响应服务（24 小时应急电话、现场应急救援）

· 化学品危险性鉴定及危险货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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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river.com/chemicals
https://gpcgateway.com/
http://www.qdnuch.com/?vt=1605270357133


参展商名单

广州丽利新材料
有限公司 

辽宁千一测试评价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香精香料分会

上海市金茂律师
事务所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UMCO GmbH  

Verisk3E

Eurofins Bio Pharma 
Product Testing Munich 

GmbH  

Mario Negri Institute

点击进入展商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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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exhibitor/hall


Extend your reach.

Learn more at www.criver.com/chemicals

Achieving a successful registration for your chemicals is a 

complex, time-consuming process, so why settle for one 

market? Boost your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future-proof 

your compound with insight and careful planning from 

the team at Charles River. Our global regulatory expertise 

and fully integrated testing capabilities will help you cost-

effectively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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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01 日 

12 月 07 日 

议程安排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
ICCM 5—2020 年后化学品与废物健全管理行动

加快化学品安全和可持续替代步伐

化学品管理透明度和风险披露传递

全球主要贸易地区化学品管理
欧美地区化学品管理

亚太地区化学品管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韩国）

亚太地区化学品管理（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

中国化学品环境和安全管理 
化学品环境和安全管理

危险货物运输管理

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技术交流
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技术方法及应用

2020 年 11 月 16 日（周一）

14:30-15:00

开幕式：开幕致辞

Geert Dancet 先生，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 秘书长

魏文锋 先生，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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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        14:30-15:00              开幕式：开幕致辞



Csilla Magyar 女士
陶氏化学 / 国际化学协会理事会  
总监

刘建国 先生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教授

Melissa Wang 女士
绿色和平  
高级科学家

17:00-17:30

问答交流

庞广廉 先生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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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
            2020 年 11 月 16 日（周一）

15:00-15:20

主题演讲

Monika MacDevette 女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经济司化学和健康处负责人

15:20-15:30

问答交流

15:30-17:00

主题讨论：ICCM	5—2020	年后化学品与废物健全管理行动

Monika MacDevette 女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经济司化学和健康处负责人

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hcf


15:30-17:00

主题讨论：加快化学品安全和可持续替代步伐

Eeva Leinala 女士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危害评估和风险管控部首席行政官

童有好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处长

Joel Tickner 先生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  
教授

Anne-Sofie Bäckar 女士
国际化学品秘书处  
执行董事

李庆 先生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秘书长

17:00-17:30

问答交流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
            2020 年 11 月 17 日（周二）

15:00-15:20

主题演讲

Bob Diderich 先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环境、健康与安全部部长

15:20-15:30

问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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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hcf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
            2020 年 11 月 18 日（周三）

15:00-15:20

主题演讲

Jukka Malm 先生，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ECHA)   副执行董事

15:20-15:30

问答交流

15:30-17:00

主题讨论：化学品管理透明度和风险披露传递

Jukka Malm 先生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ECHA)   副执行董事

Yim Sunghyun 先生
韩国化学物质管理协会   
技术顾问 

魏文锋 先生
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张效伟 先生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毛达 先生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  
发起人

17:00-17:30

问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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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hcf


全球主要贸易地区化学品管理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周一）

14:00-14:40

欧盟 REACH化学品管理的新纪元

Ofelia Bercaru 女士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14:40-15:20

英国脱欧：UK-REACH实施计划

Simon Johnson 先生        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

15:20-16:00

土耳其化学品管理：KKDIK 的注册与进展

张佩佩 女士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16:00-16:40

TSCA- 新 / 现有物质相关法规 2020 更新

Alexandra Dapolito Dunn 女士        美国环保署 EPA

16:40-17:20

加拿大新物质申报法规介绍

Shannon Leeder Gainey 女士        REACH24H US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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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chemical


全球主要贸易地区化学品管理
            2020 年 11 月 24 日（周二）

14:00-14:20

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政策进展

王蕾 女士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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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5:20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最新解读

陈珍珍 女士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16:00-16:40

韩国 ARECs(K-REACH) 的监管展望及更新介绍

Yim Sunghyun 先生      韩国化学物质管理协会

15:20-16:00

台湾地区化学物质管理法规发展近况

倪雅惠 女士      环资国际有限公司

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chemical


全球主要贸易地区化学品管理
            2020 年 11 月 25 日（周三）

14:00-14:40

日本化学物质管理法规概述

Hitoshi Nanimoto 先生      日本国家技术与评估研究所

14:40-15:20

澳大利亚化学品管理法规介绍议

Rebecca Janson 博士      澳大利亚工业化学品引入管理署

15:20-16:00

越南化学品法规和国家化学品目录的概述与更新

Dinh Thanh Nghia 先生      E&H Consulting Co., Ltd

16:00-16:40

印度化学品法规草案最新进展

Shisher Kumra 先生      全球产品合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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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chemical


中国化学品环境和安全管理
            2020 年 11 月 30 日（周一）

14:00-14:40

透过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看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的趋势

周跃 先生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14:40-15:20

EHS 法规政策动态及应对

戴阳安 先生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15:20-16:0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进展

陈金合 先生      中国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16:00-16:40

危险化学品目录实施指南修订及登记变革

陈军先生   中国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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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chemical


中国化学品环境和安全管理
            2020 年 12 月 1 日（周二）

14:00-14:40

中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新政

吴金中 先生      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14:40-15:20

如何有效利用“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降低在中国的运输成本？

沈小燕 女士      长安大学  

15:20-16:00

欧洲DGSA 制度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Willi Weßelowscky 先生      UMCO GmbH

16:00-16:40

巴斯夫化学品储存安全实践分享

李东红女士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20

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chemical


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技术交流
            2020 年 12 月 7 日（周一）

14:00-14:40

日本化审法风险评估方法简介

李斌 先生      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

14:40-15:20

非测试方法及其案例介绍（QSAR、Read-across、WoE 等方法）		

Ravi Menon 先生       Afton Chemical Corporation

15:20-16:00

AMBIT 在化学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Bruno Hubesch 博士      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

16:00-16:40

PBT/vPvB 评估技术方法

刘济宁 先生      中国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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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话题及嘉宾详细介绍

https://crac.reach24h.com/crac-hcf2020/sessions/chemical


SERVICES

Global Product Compliance (GPC) specializes in Global Regulatory
Compliance Solutions across sectors globally. SSS Europe (renamed GPC
Europe w.e.f 6th May 2020), a familiar name in chemical regulatory and
compliance services now formally belongs under the umbrella of GPC
Holding Sweden. Since 2008, we have emerg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names
among Global Regulatory Compliance service providers with
Representation services in Europe, Asia and Middle East for respective
chemical regulations. GPC being India's largest regulatory compliance
service provider is also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finalization of
India’s chemical regulation and policy (India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Safety) Rules (CMSR)). 

Managed portfolio of
12000+ substances.

A client base of 1200+
happy clients with 99%
Client Retention (Loyalty)

Client base: industrial &
specialty chemical &
petrochemical industry +
agro-chemical, food color,
cosmetic,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automotive
industry, leather, garment
& apparel, plastic & rubber,
steel, writing instruments
&, polymers.

Registered 1200+
substances.

Lead Registration &
consortia management of
600+ substances.

10000+ pre-registrations
and notifications within
chemical and cosmetic
regulations, globally.

Translated SDS in 30+
languages with combined
authoring of 4200+
REACH & CLP compliant
SDSs and 320+ e-SDSs.

Extensive network of
OECD-GLP certified CROs
managing toxicological,
eco-toxicological,
environmental & phys-
chem studies. 

Developed compliance
certificates management
system ‘Supply Chain
Communication Portal’
used by 4000+ users.

"Achieve your global business vision with us"

SPECIALIZED REGULATORY AREAS

India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Safety) Rules

EU-REACH

Korea-REACH

Eurasia REACH

Turkey REACH (KKDIK)

UK-REACH

Taiwan Regulation (TCCSCA)

Chemical Regulations in USA, Canada, Australia, Thailand, China, Japan & Brazil 

Cosmetics Regulation (EU, India, USA)

SERVICES
Registrations & Notifications (Pre & Late pre-registration/notification)  

Global Regulatory Compliance & Status Assessment

Substance & Dossier Evaluation Process Management

Lead Registration activity & Technical dossier preparation

Toxicological assessment & Dossier updates

Contract Study Management & Monitoring

Compliance Verification & Certificates

REACH & CLP compliant SDS & Extended SDS (eSDS)

SDS translations in over 30 languages

IDEON SCIENCE PARK, BETA 5, 
SCHEELEVÄGEN 17,  223 63 LUND, SWEDEN

COMPLIANCE@GPCREGULATORY.COM
WWW.GPCGATEWAY.COM

Sweden | India | South Korea | UK | Turkey | Taiwan | Russia |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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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重点法规解读文章

英国官方细化指南，明年开始正式实施的UK	REACH

英国健康与安全委员会 HSE 在近日更新了英国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限制法规（UK REACH）的指南。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UK REACH 将独立于欧盟 REACH 实行，化学品物质 / 配置品 / 物品在英国和欧盟市场生产、售卖、进口，需

要同时遵循两部法规的具体要求。

同时，根据与北爱尔兰达成的“北爱尔兰协议”，在北爱尔兰市场生产、售卖、进口化学品，将继续遵循欧盟 REACH 的相关规定，

不受 UK REACH 的监管。UK REACH 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地区。

作为中国的化学品生产商，如果想继续在英国市场和欧盟市场进行化学品的贸易，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两部法规呢？瑞欧

科技仔细研究了指南文件，在此整理了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及重要时间节点，以帮助企业正确应对合规要求，减少贸易摩擦。

点击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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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令过渡到 12 号令的重要规定

2020 年 10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公告》（公告 2020 年 第 46 号），

规定了新旧办法衔接的若干重要规定。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2 号）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0 年 1 月 19 日原环境保护

部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令第 7 号 ) 同时废止。

公告的衔接事项共包含常规申报衔接规定、简易申报衔接规定、依法撤销登记证、以及 12 号令生效后审批衔接等四大块内容，

具体细则上与今年 6 月份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版本有几处比较大的不同。瑞欧科技就企业可能最为关心的几个重点进行了总

结。

点击阅读更多

今年底，REACH注册卷宗将被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更新

7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条例草案，该草案设置了一套全新的关于欧盟 REACH 注册卷宗更新截止期的规定。草

案目前已发布，并于 12 月 11 日正式生效。

之所以对 REACH 卷宗更新设定了新的截止期，是因为一直以来存在着注册卷宗不合规的问题。虽然在 REACH 法规 Article 

22 中写明了注册人“不得无故延迟”卷宗更新，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注册人直到 ECHA 决议下发后才采取行动。这次规

则的实施将强化 Article 22 的法规要求，且意味着注册实体将有法律义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卷宗的更新。

点击阅读更多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news-center/uk-reach/1872-uk-reach-implemented-next-year.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news-center/china-new-chemical-notification-service/1870-the-important-rules-for-the-transition-from-order-7-to-order-12.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news-center/eu-reach/1851-reach-registration-dossier-will-be-required-to-be-updated-within-the-specified-period.html


输欧混合物迎来执法年，还有哪些新要求？

2021 年将迎来输欧混合物执法年：

·  混合物分类 / 标签 /SDS 新要求

欧盟（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2020/878）新规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适用于各欧盟成员国，将对欧盟

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企业投放到欧盟市场的产品需要应对毒物中心通报（PCN）的情况，需要更新对应产品的 SDS

和标签，添加相应的 UFI 信息。

· 毒物中心通报（PCN）新要求

针对所有投放到欧盟市场并具有理化危险或健康危害的混合物，需要通报信息给成员国指定机构，并在标签上附上唯一的

配方标识（UFI）。

· SCIP 新要求

根据最新修订的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WFD 指令 , Directive 2008/98/EC）, 从 2021 年 1 月 5 日起，所有在欧盟境内

流通的物品，如果其所含高关注物质（SVHCs,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超过 0.1%（w/w）, 则需要向 ECHA 提

交通报。ECHA 将对企业提交的通报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建立 SCIP 数据库。具有通报义务的企业最早可于今年 10 月份开

始提交 SCIP 通报。

点击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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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详细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解读

2020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2 号，以下简称《办法》），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2010 年 1 月 19 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7 号）同

时废止。

这是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进程中的又一重大事件。

该办法从有效防范环境风险目的出发，明确管控重点为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环境和健康危害性大，或在环境中可能

长期存在并可能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较大风险的新化学物质。

强化了企业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控制的主体责任、强化环境风险控制措施针对性，优化了信息报告要求、监管方式及

监管重点等，完善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后新危害信息与环境风险跟踪的有关规定。

瑞欧就业界普遍关心的一些修订要点做了梳理和分析，与大家进行分享。

点击阅读更多

点击查看更多法规动态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news-center/eu-reach/1828-sds-eu-pcn-ref-10.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expert-opinion/china-new-chemical-notification-service/1797-new-chemical-substance-environmental-management-registration-measures.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


会议预告

点击报名
2020 化学品全过程管理公开课

2020 日本横滨化学物质管理线上展会  2020 第二十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

12 月 10 日 -12 月 11 日

10 月 19 日 -11 月 18 日 12 月 16 日 -12 月 18 日

了解危化品危害性分类的原则和规范，掌握危害性识别的方法；

了解道路运输豁免体系、掌握道路运输豁免合规要求；

了解危化品进出口监管合规要点及常见问题，依照合规建议提升企业危化品进出口通关效率；

了解道路运输托运方各法规职责要求及罚则，重点关注托运方职责实际落实要求，掌握危险货物托运环节合规工作 ；

帮助企业熟悉危险化学品仓储管理过程中的安全管理要点，切实提升企业危险化学品管理能力 ；

帮助企业了解最新的环保管理政策要求要求，切实帮助企业了解最新的环保动态，提升环保合规水平；

帮助企业熟悉中国化学品安全与环境管理的法规和重要标准规范，了解化学品相关的行政许可及办理要点 ；

了解实验室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要点，系统性学习实验室安全管理思路。

展厅H，右上角展位 E6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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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minar-center/china-workshop/1866-chemical-whole-process-management-open-class-series-2020-lesson-2.html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seminar-center/international-workshop/1869-reach24h-was-invited-to-attend-the-chemical-management-exhibition-in-yokohama-online-booth-was-published.html
https://www.cphi-china.cn/exhibit/showschedule


第十三届全球化学品法规

年度峰会暨

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

亚洲会议

2021 年 10 月·杭州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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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署，又称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联合国专责环境规划的常设部门。它是在 1972 年 6 月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上决定设立的。其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它的任务在于协调联合国的环境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利于环境保

护的政策以及鼓励可持续发展，促进有利环境保护的措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是全球 36 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米埃特堡。其

宗旨为：帮助各成员国家的政府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就业，成员国生活水准上升，同时保持金融稳定，从而为世界经

济发展作出贡献。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是承担欧洲化学品的注册、数据管理、信息审查等与化学成份基本信息和安全风险相关工作的

管理机构。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2001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成立，目前拥有会员单位 400 余家。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具有服务和一定管理职能的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行业组织。联合会将依据

章程独立开展活动，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运作；充分尊重会员意志，积极为企业服务，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各方面

的作用，协调好各专业协会、学会及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凝聚行业整体力量。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成立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现有会员单位 332 家，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等特大型石油和化工企业，

以及氯碱、化肥、精细化工等行业的骨干企业。协会既是行业自律性组织，也是推动和发展我国化学品安全生产事业的重

要社会力量。

VEGA HUB
VEGA HUB 是一个免费的平台，它为环境和生态毒理学的许多数据节点提供了数十种 QSAR 模型。QSAR 模型可以直接通

过化合物的结构来预测其性质，而不再需要开展周期长且费用高的相关试验。在过去的几年中，VEGA 平台还添加了用于

交叉参照和优先排序等工具，以方便整合非测试方法的应用。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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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CCPIA）成立于 1982 年 4 月，是中国化工行业最早成立的行业协会之一，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非营利性社团组织。 

目前已有 645 家会员单位，其中包括农药原药与制剂加工、中间体、助剂、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和施药机械为主的生产、科研、

设计和大专院校等企事业单位以及省、市、自治区农药 ( 工业 ) 协会。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成立于 1984 年 8 月 21 日，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工业协会。 

本协会是由香料香精、化妆品生产企业及其原料、设备、包装企业和相关科研、设计、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组

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现有会员单位 1200 余家。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香精香料分会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香精香料分会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18 日，是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所属的 44 家分会之一。作

为全国性专业行业协会，CHINAEASA 从事香料油、香精料及香调料产品的生产、贸易、市场、技术、环保、政策法规、对

外联络等各方面的协调和交流工作。

山东省农药行业协会
山东省农药行业协会（APIS）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是由山东省内的农药生产、加工、经营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

及山东农药配套的原料、中间体、助剂、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和施药机械等生产贸易企业、科研院校和省内县市农药相关

社会团体，是山东农药行业的协调、服务和自律性组织，也是山东省农药行业对外交流的窗口，现有会员单位 156 个。

作物保护联盟
2000 年到 2001 年，国际作物保护联盟（GCPF）发展成为作物保护联盟

（CropLife International）。作物保护联盟是全球植物科学工业的联盟，由分布在 91 个国家的协会和公司组成。工作范围

包括农药和生物技术，目的是保障农业产品的安全。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CCIA），成立于 1983 年 9 月，现处于第八届理事会期间，是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

法人的国家级社团组织。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是由洗涤用品、表面活性剂、油脂化工及相关领域内的生产企业、事业、科研、教育等单位、组织

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协会是以全省从事生产经营、研究开发健康相关产品的企、事单位（如保健食品、营养食品、保

健用品、保健器械、化妆品、消毒产品等）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会员主要有行业内的权威专家、科研单位、企

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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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汇智抗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关村汇智抗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3 日，是开展抗菌新材料领域内的政策宣传、知识普及、

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技术支持、成果转化、行业自律、行业调研、产业研究、对外交流的社会团体。

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在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支持下，受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承担建设了农业对外合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平台立足信息所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技术

支撑功能，面向全社会打造发布快捷、灵活、及时、专业、权威的信息产品，并提供专业战略咨询与信息服务，全面服务

于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农业“走出去”战略。

意中商会
意中商会成立于 1970 年，是由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批准，意大利商会联合会下属之唯一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国家级联合商会，

一直致力于促进意中两国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安徽省农药工业协会
安徽省农药工业协会于 1995 年 11 月 26 日经安徽省民政厅批准成立，是安徽省农药行业协调、服务的自律性中介组织。 

协会现有农药生产、科研等企事业会员单位 50 家。多年来，安徽省农药工业协会在促进农药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开展调查

研究，维护会员及行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成立于 1990 年 7 月，隶属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章程》和宗旨开展工作。化工贸促会是中国化工行业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为中国化工行业与世界同行交流与合作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开展经贸活动、组织对外考察与交流、举办和参加国内外展览及会议，加强中外化工行业的对话

与互动，促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加深中外化工行业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农药市场信息
《农药市场信息》杂志是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主办的一份农药、农资和化工市场专业信息类刊物，以庞大的信息网络和先

进的传递手段，灵敏、迅速、准确地传递农药、化肥、农膜、药械及相关化工原料市场之信息，沟通产、供、销、技、工、

贸之渠道，为全国的农药生产企业、营效部门、科研院所、农技植保、国外厂商及相关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自

1986 年创刊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和欢迎，也是农药、农资行业中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

Centro Reach
Centro Reach 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由 Federchimica（意大利化学工业联合会）与其他协会共同创立的服务公司。

Centro Reach 服务于意大利化学品企业、化学物质使用者及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化学物质进口商。在行业内，有超过 10

万家下游企业受到 REACH 法规的影响，Centro Reach 致力于帮助这些企业正确应对 REACH 法规，规避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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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
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是由上海市从事食品接触材料生产、检测、研究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专业性的非营利性社

会团体。协会宗旨为构建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技术交流平台，发挥政府和食品接触材料生产企业的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促

进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生产技术和质量安全总体水平的提高。

宁波市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行业协会
宁波市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行业协会是宁波市食品相关产品行业的行业性社会组织，是由宁波市食品相关产品有关的企业、

团体等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协会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现有会员单位 90 余家，会员企业覆盖了宁波市 80% 以

上的食品接触产品加工企业，主要从事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为主。

新华社 
新华网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综合新闻信息服务门户网站，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文网

站。作为新华社全媒体新闻信息产品的主要传播平台，拥有 31 个地方频道以及英、法、西、俄、阿、日、韩、德、葡、藏、维、

蒙等多种语言频道，日均多语种、多终端发稿达 1.5 万条，重大新闻首发率和转载率遥遥领先国内其他网络媒体。新华网

是全球网民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致力于为全球网民提供最权威最及时的新闻信息服务，用户遍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桌面端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 1.2 亿，移动端日均覆盖人群超过 3 亿。

世界农化网
AgroPages 世界农化网是加拿大和中国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 - 重庆斯坦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专注于农化领域的资讯门

户网站，在全球同类媒体平台中，拥有最多的在线读者。

AgroPages 世界农化网内容覆盖农药，化肥，种子，生物技术，非农保护等多方面，为世界农化行业专业人士提供最实时

的行业资讯，公司产品信息，研发动态，法律法规信息，以及业内领先企业的访谈，观点等，为读者提供一站式的资讯信

息和定制服务。同时，AgroPages 世界农化网还与行业专家和智库合作，为读者提供专业的农化市场报告和专业文献下载

数据库。

中国环境报
中国环境报社创立于 1984 年，是生态环境部直属新闻单位，中国环境报是全球唯一一张国家级的环境保护报纸，见证了

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进程，记录了中国环保人的前进足迹。主要报道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环保科技、产业信息以及国际环保大事。

全国设有 30 多家记者站，每天报道准确、全面、权威的环境新闻。中国环境报开辟有要闻、综合新闻、观点、对话、法治、

生态、企业、市场、绿色、城市、环球等十余个版面以及境界周刊，全方位、多角度报道国内外环境新闻，宣传生态文化，

读者构成广泛，每期平均阅读人数达百万人次以上，在环保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ChemLinked
ChemLinked 是瑞欧科技旗下集热点资讯、专业咨询、研究报告、定制化培训等服务于一体， 支持英、日双语的综合性法

规平台。持续关注亚太地区化工、农药、食品和化妆品领域的法规动态和市场情报，通过新闻资讯、专家解读、线上研讨

会等为国内外生产商、贸易物流、原料企业等会员，以及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法规资讯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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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新闻社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成立于 1981 年的美国彭博资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其前身是美国创新市

场系统公司。彭博新闻社在全球拥有约 130 家新闻分社和约 2,000 名新闻专业人员。

彭博社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供应商，其数据终端系统“彭博专业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查阅和分析实时的金融市场数据，

并进行交易。使用该数据终端的客户遍布全球，包括交易员、投行、美联储、美国其他官方机构以及全球各大央行等。

日本化学工业日报
日本《化学工业日报》是日本化学工业日报社创办的日语版的化学工业专业报，是日本具权威性的化工行业报纸。在 1937

年 2 月发展为化学工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专业日报，现读者群已经达到 13 余万。它以日文版日报和英文版周报的形式向世

界提供日本化学工业的发展动态和各种产业信息。报道日本化工行业的最新技术研发动态、精细材料、生物工程、生活科学、

电子产业、纳米等新型材料 , 及设备投资 , 市场动态及亚洲与世界安全的环境问题等方面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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