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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利益和联系更为紧密，环境安全与人类健康成为全球性重要

议题，各国政府相继颁布各项法令加强风险管控，促进产业规范化。

经济发展与环境健康究竟是“鱼”与“熊掌”，还是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下，

政府和企业都需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才能真正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平

衡发展。

自 2009 年以来瑞欧科技已成功举办八届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Chemical Regulatory Annual 

Conference，简称 CRAC），为国内外政府机构、行业专家和企业提供深入剖析监管法规动态，分享合规要点经验，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是行业内极负盛名的信息技术峰会，也成为了各国化学品法规建设和

多方沟通合作的重要纽带。

一年一会，第九届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CRAC 2017）聚焦工业化学品、农药、食品接触材料和消

费品四大行业，力邀各国权威官方、资深技术专家、行业协会以及企业代表，搭建有效的多方交流平台，提

供最前沿的法规资讯，交流最实际的合规经验，共同探讨行业未来发展之路，真正助力绿色、安全、可持续

发展。

 会议亮点

一站式会议新体验：一场会议，四大行业全覆盖；一张入场券，五大会场任意选

直接对话官方代表和权威专家，合规要点一网打尽

汇聚业内技术专家、知名企业，拓展人脉的最佳时机

中英双语同声传译，语言沟通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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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全球法规脉动，聚焦产品合规价值



 参会对象

实验室专家 / 科研机构研究院

跨国公司决策人

EHS（环境安全健康）负责人

行业法规研究人员

产品登记 / 注册负责人

供应链管理负责人

市场贸易部门负责人

化工 / 农药 / 食品 / 消费品等行业媒体

 会议信息

时间：2017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2 日（周二 - 周四）

地点：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 399 号）

 内容提要

1、化学品安全管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化学品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

利。随着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化工种类日益繁多、规模各异，但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对化学

品尤其是危险化学品处置稍有不当，将对环境和社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危害。

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全球各国对化学品的管理日趋严格，使得国际市场准入门槛提高，绿色贸

易壁垒逐渐代替传统关税壁垒成为出口贸易拦路虎，将不少企业拒之门外。面对纷繁复杂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企业更需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把握机遇抢占先机。

本届峰会邀请全球主要国家化学品法规管理部门的官方代表、行业技术专家等专业人士共同解析全球化

学品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深入解读法规政策要点，厘清合规脉络，打破贸易壁垒。

2、全球农药登记，铺就可持续发展之路

农药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部分，对保障农业及粮食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农药工业

的迅速发展，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大量有毒物质进入土壤、水体、大气，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害物质通

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传递，威胁生态环境安全。

CRAC 2017   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



为此，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农药实施严格的登记许可制度，世界各国的农药管理正在不断完善和发

展。2017 年，中国新《农药管理条例》出台，《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随之发布，通过严格全

过程管理，强化主体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畜安全，确保农业、林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展。

欧美发达国家农药管理历史长，法规健全，体系完整，逐步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代农药管理体

制。欧美市场吸引力巨大，但是面对其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监管体系，众多企业只能望洋兴叹。南美及亚太地区，

农业依然是其第一大支柱产业，法规也在逐年完善中，对于农药出口企业来讲，也是主要的目标市场。 

CRAC 2017 特别设置全球农药登记分会场，邀请中、欧、美、南美及亚太地区主要农药贸易国家的主

管官方、技术专家以及行业代表，梳理法规动态，解读合规要点，交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3、消费品安全合规，奠定绿色发展主基调

近年来消费品领域安全问题屡禁不止，三星手机爆炸事件全球发酵，因安全因素从市场上撤出的纺织品、

玩具、育儿商品和电器等比比皆是，层出不穷的产品安全问题如同扎在消费者心中的一根刺，不仅影响了企

业品牌形象更降低了消费者信心指数。相关研究表明，消费者更愿意为安全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意味

着企业对于产品安全性的关注将带来巨大的机遇。

2017 年，消费品行业动态频频。中国版 REACH《消费品化学危害限制要求》发布，进一步深化消费品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

引导纺织品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欧盟 REACH 频繁更新指南及其高关注度物质清单，对输欧制造及贸易

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消费品安全事关消费者切身利益，新环境下如何解读新法规，推动新改变，塑造新形象，是整个消费品

行业当下共同的使命。本届峰会将邀请监管官方及行业技术专家，全面剖析行业现状，深入探讨绿色合规解

决方案。

4、食品接触材料法规，筑起舌尖上的安全屏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然而除了食品本身，食品接触材料引发的安全问题也是屡见不鲜。食品

接触材料在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释放一定量的有毒有害化学成分如重金属，有毒添加剂等，并迁移

至食品中从而被人体摄入，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随着消费者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各国对食品接触材料的监管越来越严格，企业除了提高自身能力对

产品进行升级转型，应对各项法规要求也成了发展进程中的技术性难题。

拨开迷雾，把握机遇！ CRAC 2017 将邀请中国、欧美、日本及台湾等主要国家地区的监管机构和技术

专家，介绍全球食品接触材料法规动态，讲解合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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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 2017

10 月 31 日全天 参会代表签到

10 月 31 日下午 技术闭门会议 - 香精香料行业专场

11 月 1 日全天

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分会场

全球农药登记分会场

11 月 2 日上午 消费品安全合规分会场

11 月 2 日下午 食品接触材料分会场

2017 年 10 月 31 日（周二）

技术闭门会议 - 香精香料行业专场

时间 议题 嘉宾

13:45-14:00（15'） 致辞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领导

14:00-14:40（40’）
以法规视角，如何完成香精香料类的物

质鉴定

张佩佩 女士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14:50-15:30（40’）
香精香料行业 REACH 注册中数据费分摊

走势及机制分析

朱璐 女士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15:40-16:10（30’） 茶歇

16:10-16:50（40’）
案例分享：REACH 法规十年给香精香料

行业带来的供应链变化及贸易机会

严超  博士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17:00-17:40（40’）
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在化学品注册中实现

利益最大化

危杰  先生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欢迎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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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 日（周三）

时间 议题

8:15-8:45（30‘） 致辞

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分会场

时间 议题 嘉宾

8:45-9:25（40’）
欧盟 REACH 法规物质评估阶段的重大进

展及贸易影响

Ms. Catherine Cornu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HA

9:25-10:05（40’） 欧盟成员国 REACH 执法现状及展望
Dr. Leonello Attias

意大利卫生署

10:05-10:25（20’） 茶歇

10:25-11:05（40’）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及申报登

记指南修订介绍与进展

卢玲  高级工程师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
术中心

11:05-11:45（40’）
美国 TSCA 法案改革逾一年 - 各项实施法
规解读

Mr. Robert Kiefer

REACH24H USA INC.

11:45-12:15（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午餐

13:30-14:10（40’） 台湾化学品管理最新进展及监管动态
倪雅惠 副总

台湾环保署化学物质登录中心

14:10-14:50（40’） 日本化审法新化学物质申报及名录详解

Mr. Takashi Fukushima 

Ms. Shinobu Yoshida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NITE)

14:50-15:20（30’） 茶歇

15:20-16:00（40’） 泰国化学品管理及名录介绍
Ms. Somsri Suwanjaras

泰国工信部

16:00-16:40（40’）
韩国 K-REACH 及亚太其他地区化学品法
规解读

陈华瑞 女士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16:40-17:05（25’） 亚太区化学品应急响应法规概览
Mr. Richard Davey

National Chemical Emergency Centre 
(NCEC)

17:05-17:45（4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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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 日（周三）

全球农药登记分会场

主持人：蔡磊明博士 副院长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时间 议题 嘉宾

8:45-9:25（40’）
新条例的主要变化和新条例下的农药登

记试验管理

陈铁春 先生

中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质量审评处

9:25-10:05（40’） 中国农药登记对风险评估的新要求
陶传江 先生

中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毒理审评处

10:05-10:25（20’） 茶歇

10:25-10:55（30’）
新条例下农药研发的安全性评估和测试

方法

邢立国  副主任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测评中心

10:55-11:35（40’） 欧盟植物保护剂 PPP 法规管理办法详解
Mr. Chris Dent

英国卫生安全署 HSE

11:35-12:05（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午餐

13:30-14:10（40’） 美国 EPA 农药登记法规介绍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EPA

14:10-14:50（40’） 巴西农药登记法规要求分析
Mr. Alexandre Quesada

Bracci & Avila

14:50-15:30（40’） 阿根廷农药管理概述
Dr. Pedro Guivisdalsky

Bioacting Company

15:30-15:50（20’） 茶歇

15:50-16:30（40’） 缅甸农药市场分析及合规要点解析
Mr. Kan Myint

Myanmar Kaung Hman Group Co.,Ltd.

16:30-17:10（40’） 2018 年泰国农药市场及登记政策分析
Ms. Chutima Ratanasatien

泰国农业部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

17:10-17:40（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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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2 日（周四）

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分会场

时间 议题 嘉宾

8:30-9:10（40’） 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现状及趋势

常纪文 副所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

9:10-9:50（40’） 企业危险化学品风险管控
路念明 秘书长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09:50-10:10（20’） 茶歇

10:10-10:50（40’） 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政策现状及趋势
杜欢永 副所长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10:50-11:30（40’）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困难，规划与前景

陈哲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

11:30-11:45（15’） EH&S 管理方案交流与分享
刘钊 女士

Lisam Systems Ltd

11:45-12:15（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午餐

13:30-14:10（40’） 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趋势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14:10-14:50（40’）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法规进展分享
张强 主任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14:50-15:30（40’） 欧洲危险品公路运输经验谈
Mr. Willi Weßelowscky

UMCO GmbH

15:30-16:00（30’） 茶歇

16:00-16:40（40’）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
等系列国标的更新

林震宇 副秘书长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16:40-17:20（40’）
关于推进实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的指导意见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17:20-18:00（4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会议结束

CRAC 2017   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

 议程安排



2017 年 11 月 2 日（周四）

消费品安全合规分会场

时间 议题 嘉宾

8:30-9:10（40’）
欧盟 REACH 法规下对消费品出口法规的

影响

Ms. Catherine Cornu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CHA

9:10-9:50（40’）
中国版 REACH《消费品化学危害 限制要

求》限用物质的标准政策及管理要求

刘霞博士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质量管理分院

9:50-10:20（30’） 茶歇

10:20-11:00（40’）
新形势下纺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出口业

务的影响

王宇 副会长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11:00-11:40（40’）
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

目录研究最新进展

邢卫兵 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11:40-12:00（4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午餐

食品接触材料分会场

13:30-14:10（40’） 中国 GB9685 新国标现状和管理趋势
陈蓉芳 女士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4:10-14:50（40’） 欧美食品接触材料法规管理要求详解
李丽怡 女士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14:50-15:20（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15:20-15:50（30’） 茶歇

15:50-16:30（40’）
台湾食品接触材料法规现状和塑料原料安

全性认证

徐惠民 先生

台湾财团法人塑料工业技术发展中心

16:30-17:00（30’） 小组讨论 / 问答环节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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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报名

 注册条款

1) 注册报名将于会议开始前 10 天（10 月 21 日 24:00）截止。截止期之后如需报名，需提前与会务组联系

并获得确认，可于参会当天现场缴纳注册费用获得入场资格和会议资料。

2) 注册者应在注册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参会费用。为保证会议质量，参会名额有限，会务组将仅为全额支

付参会费的企业或者个人保留席位，敬请谅解。如果您在会议开始前未收到参会确认函，烦请立即与会务组

联系（0571-89716538 陈楠女士）以确保预订席位有效。瑞欧科技不应承担由于企业 / 个人未收到注册信息

造成其注册不成功的相应赔偿和法律责任。

3) 替换参会人员：已支付参会费用并收到确认函的参会人若因个人原因无法参会，必须在 10 月 21 日前

通过书面形式通知会务组（crac@reach24h.com），并提供实际参会人员的信息，此过程不涉及额外收费。

CRAC 2017   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

9 月 1 日前注册，享早鸟特惠立减 600 元

在线注册

4,200元（含税）

早鸟价
(9 月 1 日前 )

4,800元（含税）

常规价
(10 月 31 日截止 )

%0Dhttp://meeton.us.reach24h.net/activity/72c980c3ee3d452e92b952fcde401d28
http://imeeton.com/activity/72c980c3ee3d452e92b952fcde401d28


 注册条款

4) 取消会议席位：已支付参会费用并收到确认函的参会人若因个人原因无法参会，必须在 10 月 21 日前

以书面形式向会务组（crac@reach24h.com）申请取消会议席位预订，瑞欧科技将退还每位预订者 50% 的注

册费用。若逾期申请则参会注册费用不予退还。

5) 本次峰会主办、合办及承办方，及演讲者本人不应对会议中所涉及或会议资料中包含的内容和个人观点

承担责任。

6) 在未取得主办方事先允许的情况下，会议过程中禁止任何形式的摄影或摄像。会议资料涉及的知识产权

由瑞欧科技所有。本次会议资料，包括声音，视频以及影印会刊，未在事先取得授权时不得用于任何形式的

商业行为。严禁在未授权情况下向第三方（除参会者所在机构或公司）转递会议资料。如上述侵权情况一经

查实，峰会主办方有权向当事方追究责任。

7) 瑞欧科技保留对包括（且不仅限于）议题，演讲嘉宾，会议场地等项目作出适当调整的权利。参会者可

通过峰会官方网站获得会议安排的及时更新信息。如会议临时取消，瑞欧科技仅承担退还参会者已支付注册

费用的责任。

8) 扰乱会议进程影响其他参会者、参会单位或公司原定计划的个人或机构（来访者，参会者，赞助或参展

机构），会务组将有权在口头劝告，书信通知无效的情况下拒绝其继续参加会议。由于其行为造成的负面影

响或其他损失将由行为方全权承担。

9) 出席会议所需差旅费用，住宿费用，保险费用由参会者自行承担。会议注册费不包含参会者在会议期间

的住宿费用。

10) 适用法律：此注册条款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

11) 瑞欧科技将对注册条款内容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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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酒店

 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剧院路 399 号

酒店总机：0571-86469999

钱塘江风光尽收眼底，G20 灯光秀近在咫尺

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坐落于杭州钱江新城核心—中央商务区（CBD），毗邻钱塘江畔，住客可在房间凭窗

眺望钱江风光，且酒店邻近地铁 4 号线，交通便利。酒店设计时尚新颖、设施齐全，将当地文化注入其中，

处处展现独特人文风情，是 G20 峰会领导人接待酒店。

 

 出行参考方案

       出租车出行：

——距离杭州萧山机场约 26.8 公里，打车花费约 74 元，预计花费 33 分钟

——距离杭州火车东站约 7.8 公里，打车花费约 21 元，预计花费 19 分钟

——距离杭州城站火车站约 5.5 公里，打车花费约 16 元，预计花费 15 分钟

       公共交通出行：

——杭州萧山机场出发，乘坐机场大巴汽车南站线，步行 270 米至汽车南站（秋涛路），换乘 176 路至市

民中心北大门站，步行 770 米到达目的地，预计花费 1 小时 41 分钟

——杭州火车东站出发，乘坐地铁 4 号线（近江方向）至江锦站（A1 出口），步行 750 米到达目的地，预

计花费 29 分钟

——杭州城站火车站出发，乘坐地铁 1 号线（湘湖方向）至近江站，换乘地铁 4 号线（彭埠方向）至江锦路

站（A1 口），步行 750 米到达目的地，预计花费 29 分钟

温馨提示：以上线路仅供参考，具体请考虑实际交通状况。

http://www.marriott.com.cn/hotels/travel/hghqi-hangzhou-marriott-hotel-qianjiang/
http://map.baidu.com/%3Fshareurl%3D1%26poiShareUid%3D9fe6535c042000ef15764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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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特别优惠：瑞欧科技享有会议酒店合约价，基本房型 950 元 / 间（含一份早餐及

房间内上网），1050 元 / 间（含双份早餐及房间内上网），如需预定请直接拨打酒店总机电话 0571-

86469999，报瑞欧科技订房即可享受合约价。（客房费用由参会者自理）

酒店名称 地址 电话 参考价格
距会议酒

店距离

杭州洲际酒店 杭州解放东路 2 号 0571-89810000 ￥1086 起 548 米

全季酒店（杭州钱江新

城店）

杭州江干区解放东路 29 号

迪凯银座
0571-28213666 ￥341 起 700 米

杭州钱江新城万怡酒店 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 298 号 0571-88378888 ￥819 起 735 米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 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65 号 0571-88278888 ￥1510 起 820 米

杭州东方寓舍 • 黄龙

饭店

杭州钱江新城民心路 88 号

东方君悦
0571-88902288 ￥795 起 870 米

杭州瑞立江河汇酒店
杭州市江干区之江路 1299

号
0571-87337777 ￥543 起 1.4 公里

杭州钱江新城假日酒店
杭州 江干区 钱江新城钱潮

路 20 号
0571-89810888 ￥651 起 1.7 公里

桔子水晶酒店（钱江新

城近江店）
杭州钱江路 555 号日信国际 0571-86876888 ￥377 起 3.3 公里

 住宿参考方案

8

4

3

1

7

6

5

2

http://hotels.ctrip.com/hotel/378858.html%23ctm_ref%3Dhod_hp_sb_lst
http://hotels.ctrip.com/hotel/6112145.html%23ctm_ref%3Dhod_hp_sb_lst
http://hotels.ctrip.com/hotel/6112145.html%23ctm_ref%3Dhod_hp_sb_lst
http://hotels.ctrip.com/hotel/849909.html%3FisFull%3DF%23ctm_ref%3Dhod_sr_lst_dl_n_1_1
http://hotels.ctrip.com/hotel/5678956.html%23ctm_ref%3Dhod_hp_sb_lst
http://hotels.ctrip.com/hotel/1430706.html%3FisFull%3DF%23ctm_ref%3Dhod_sr_lst_dl_n_1_1
http://hotels.ctrip.com/hotel/1430706.html%3FisFull%3DF%23ctm_ref%3Dhod_sr_lst_dl_n_1_1
http://hotels.ctrip.com/hotel/5240879.html%23ctm_ref%3Dhod_hp_sb_lst
http://hotels.ctrip.com/hotel/431011.html%3FisFull%3DF%23ctm_ref%3Dhod_sr_lst_dl_n_1_1
http://hotels.ctrip.com/hotel/6336031.html%3FisFull%3DF%23ctm_ref%3Dhod_sr_lst_dl_n_1_1
http://hotels.ctrip.com/hotel/6336031.html%3FisFull%3DF%23ctm_ref%3Dhod_sr_lst_dl_n_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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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RMB

3 个免费参会名额 (4800*3=14,400 RMB)

会议期间 15 分钟宣讲或特定板块主持机会

茶歇期间 LED 液晶显示屏幕播放赞助商宣传资料或公司广告短片

赞助商品牌形象展示：展示台 + 3*3 米的展示区 + 会议场内大型广告板投放

会议宣传资料包含赞助商的宣传资讯

赞助商在本届会议官方网站上的介绍及公司网站交换链接

赞助商宣传资料布置及发放

ChemLinked.com（极具人气的亚太区 EHS 法规推送数据库）提供的营销支持

20,000 RMB

2 个免费参会名额 (4800*2=9,600 RMB)

茶歇期间 LED 液晶显示屏幕播放赞助商宣传资料或公司广告短片

赞助商品牌形象展示：展示台 + 3*3 米的展示区

会议宣传资料包含赞助商的宣传资讯

赞助商在本届会议官方网站上的介绍及公司网站交换链接

赞助商宣传资料布置及发放

ChemLinked.com（极具人气的亚太区 EHS 法规推送数据库）提供的营销支持

 赞助方案

https://chemlinked.com/
https://chemlinked.com/


 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关于本届峰会的任何问题，烦请咨询会务组：

陈楠 女士

电话：0571-89716538

邮箱：crac@reach24h.com / chennan@reach24h.cn

 主办方介绍

REACH24H 是国际知名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总部位于中国杭州，在爱尔兰、美国、中国台湾均设立

了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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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24H 的行动宗旨。自公司成立以来，REACH24H

为各国政府、协会、社会团体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超过 6000 家知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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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作为行业标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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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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