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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起欧盟化学品REACH法规全面进入了正式注册阶段，相较于之前的预注册，

REACH正式注册所涉及的工作技术要求高、程序复杂、周期冗长、费用昂贵。对于中国乃至亚洲

的出口企业而言，始终存在与欧盟REACH法规官方机构和欧洲注册相关方(SIEF信息交换论坛、

CONSORTIUM注册联合体)沟通不畅的问题。注册费用众说纷纭更是成为制约企业作出决策的一

个难题。究竟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佳方案完成REACH正式注册成为众多出口企业共同关心的

问题。

        鉴于此，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欧洲资深化学品法规服务机构DR. KNOELL CONSULT 

GmbH（德国）特别邀请了REACH法规主管机关"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 )"来华举办"欧盟

REACH法规技术峰会 亚洲2009"。与会专家将围绕企业关心的注册数据分摊模式、欧盟

REACH执法和监管、非欧盟企业应对策略等主题进行权威解读，瑞欧科技也将与参会企业分享正

式注册的成功经验，并与参会代表进行深入交流。

ERW2009技术峰会概况：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受邀首次来华举办REACH法规专题研讨会，

为中国企业及REACH相关方现场答疑解惑:

如果您有产品出口到欧盟?

如果您需要做REACH正式注册?

如果您正在为REACH注册费用而困惑?

如果您想了解欧盟如何监管REACH法规? 

请立即报名参加本次会议。

大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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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

日期 项目主题

12月1日

12月2日

13:30 ~ 18:30 参会代表预签到

8:30 ~ 9:00 参会代表签到

REACH法规的进展及欧洲执法情况

主讲

9:00 ~ 9:10 开幕式及主办单位致辞 丁勇先生（瑞欧总经理）

10:15  ~ 10:30

Ms. Eva Sandberg (ECHA)

10:30 ~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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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1:30
物质信息交换论坛、数据共享

和成本节约政策

12:20 ~ 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 ~ 14:00 唯一代表与非欧盟制造商

15:00 ~ 15:15 茶歇

15:15 ~ 15:45

16:45 ~ 17:00 大会闭幕

11:30 ~ 12:00 企业REACH应对的策略选择

Dr. Michael Cleuvers(DR. KNOELL)

12:00 ~ 12:20 答疑

魏文锋先生(瑞欧)

14:00 ~ 14:30 新物质注册案例研究

贺晓华博士( KNOELL)DR. 

14:30 ~ 15:00 答疑

梅玲笑经理(瑞欧研发部)

15:45 ~ 16:15

16:15 ~ 16:45 答疑

Dr. Yawei Zhang(韩国KIST)

案例-中国行业协会如何支持

其成员通过REACH注册
Dr. Ursula Schumacher(苏州安评)

案例-韩国企业应对REACH策略

茶歇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9:10 ~ 9:15 领导

9:15 ~ 10:15

答疑



演讲嘉宾介绍

Dr. Michael Cleuvers

DR. KNOELL咨询有限公司

DR. KNOELL CONSULT GmbH

DR. KNOELL公司REACH项目总负责人，数年从事REACH法规的跟踪和研究，

为国际及欧盟化工行业提供REACH注册策略的规划和咨询。极为熟知联合

注册体(Consortium)及数据交换平台(SIEF)的运作程序，尤其是费用的组成

和分摊机制。目前负责组织和和代理十几家Consortium的管理。

贺晓华博士

DR. KNOELL咨询有限公司
DR. KNOELL CONSULT GmbH

长期从事环境化学，生态毒理及环境基因毒理学的研究。 目前为 KNOELL

公司的REACH项目管理人，具有丰富的数据分析，注册策略分析，卷宗制作

和卷宗审 核的经验，所在项目组长期为国际知名大型化工企业提供化学品评

估和注册服务，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完成数个新化学品及现有化学品分阶段物

质的正式注册。

DR. 

丁勇

瑞欧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我国REACH法规应对行业的领军人物，参与制定了中国企业应对REACH法规

的全套方案。在多年应对REACH法规工作中丁勇先生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

推动REACH服务业的开拓与创新，为国内一批大中型企业开发了以REACH为

代表的一系列TBT应对方案。

魏文锋

瑞欧科技副总经理

长期从事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应对工作，曾参与制定了中国RoHS

标准，国内最早跟踪研究REACH法规的资深专家之一，中国企业应对REACH

法规的全套方案设计者之一。主要负责REACH应对工作中的国际谈判及交流，

在企业应对TBT的策略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梅玲笑

瑞欧科技研发部经理

我国最早跟踪研究REACH法规的技术专家之一，长期负责REACH法规的研究

及企业应对方案的开发工作，为国内众多大中型企业提供过REACH咨询、培训

及方案定制等服务。在数据分析、REACH卷宗制作等注册技术方面有深入的

研究及丰富的经验。

Eva Sandberg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国际关系部高级科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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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欧科技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实力雄厚的专

业REACH团队，并在欧洲设有独立法人实体REACH 

Compliance Services Limited（RCS），面向全球企

业提供REACH法规的一站式解决服务。瑞欧科技的

核心团队为全球数千家企业提供过REACH咨询代理

及培训服务，并已率先完成了多个物质的REACH正

式注册工作。瑞欧科技在数据管理及REACH注册方

面的技术实力已经获得了国内外企业及REACH相关

机构的广泛认可。

        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 目

前拥有一支有170多科学家组成的专家队伍，专门从

事各类化学品，农药，生物制剂，药品的技术档案的

编撰和风险评估。是欧洲化化学物质申报审批和注册

领域中最领先的专业咨询公司之一， 先后为国际著名

大型化工行业及欧盟数百家化学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严谨的科学态度，高质量的注册档案，绝对信誉

和保密是公司的服务宗旨。DR. KNOELL公司是芬兰

赫 尔 辛 基 REACH中 心 的 成 员 ， 并 且 通 过 REACH 

Ready认证。目前已协助企业率先完成数个新化学品

及现有化学品分阶段物质的正式注册。

DR. KNOELL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介绍

DR. KNOELL 
CONSULT

德国DR. KNOELL CONSULT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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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和会务

会议酒店

大会总人数限制150人，席位有限请火速报名；

大会报名截止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

2009年11月15日之前报名，会议注册费1600元/人(含会议资料、自助午餐、茶歇)；

2009年11月15日之后报名注册费2000元/人；大会不接受现场缴费；

报名参会者请在报名截止日之前通过传真或邮件回传确认。

报名热线：

传       真：0571-87007566         邮箱：Reg@REACHWorkshop.org

咨询电话：400-809-5-809           网址：www.REACHWorkshop.org

Shelley Wang: 0571-87007534    

                 孙 薇 薇: 0571-87007529

大会秘书处

公司名称：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会议专用账号：571905960310701

地址：杭州市文二路207号耀江文欣大厦1208室 邮编：310012

汇款帐户信息

大会相关信息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张扬路777号

中国

酒店前台：86-21-58356666 

酒店传真：86-21-583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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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计划
本届大会主办单位提供以下赞助机会：

欧盟REACH法规技术峰会  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文二路207号耀江文欣大厦1208室

邮 编：310012    电话：0571-87007534   传真：86-571-87007566  电邮：Reg@REACHWorkshop.org    网址：www.reachworkshop.org

协办赞助商

● 名为“欧盟REACH法规技术峰会协办方”，在大会全程形成强势品牌

   效应，并从确认之日起，全程介入本届大会一切宣传推广活动中；

● 作为“欧盟REACH法规技术峰会协办方”的特别赞助企业，组委会将

   把赞助公司Logo及公司网站的链接放在会议网站的主页上；

● 赞助公司的名称和Logo将出现在会议的宣传资料以及会刊中；

● 赠送3个免费会议注册名额；

● 在国内外各大知名网站和媒体上与会议进行同步宣传。

赞助金额：RMB 50,000

会刊广 投放告

 

●赞助公司名称、Logo和公司网站的链接将放在会议网页的赞助商一页中；

●会刊中封面或内面刊登全版彩色广告1P或2P（版面内容由赞助公司提供）。

 赞助金额：RMB6,000-20,000

● 为赞助企业提供1.2*2米易拉宝一个，由组委会组织安排放置于会议

   中心的显著位置，用以强化企业形象；

● 赞助公司名称、Logo和公司网站的链接将放在会议网页的赞助商一页中。

会场广告投放

 赞助金额：RMB5,000

● 赞助公司名称、Logo和公司网站的链接将投放在会议网页的赞助

   商一页中或投放于举办方瑞欧科技的门户网站WWW.TBT123.COM中；

● 享受一期会后Newsletter上的免费企业推广宣传。

网站广告投放

 赞助金额：RMB2,000-5 000,

如有其它建议和赞助意向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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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REACH法规技术峰会 亚洲2009”大会报名表
参会代表信息

嘉宾姓名

办公电话

部门

联络手机

职务

Email

参会代表信息

公司名称（发票抬头）

如参会代表在饮食或其他方面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通信地址

REACH负责人

手机 Email

电话

邮编

传真

大会总人数限制150人，名额有限，报名请从速；

大会报名截止日期为2009年11月27日；

2009年11月15日之前报名，会议注册费1600元/人(含会议资料、自助午餐)；

2009年11月16日之后报名注册费2000元/人；大会不接受现场缴费；

报名参会者请在报名截止日之前通过传真或邮件回传确认;

报名联络：孙薇薇,   

报名热线：

传       真：0571-87007566    邮箱：Reg@REACHWorkshop.org

咨询电话：400-809-5-809      网址：www.REACHWorkshop.org

Shelley Wang

孙薇薇: 0571-87007529   Shelley Wang: 0571-87007534

大会联络处

是否需要预定酒店（费用自理） 是□       否□

请填写本报名表并即刻回传至0571-87007566以便为您预留席位。

公司名称：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专用账号：571905960310701

地址：杭州市文二路207号耀江文欣大厦1208室 邮编：310012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汇款帐户信息

大会相关信息

参会代表信息

嘉宾姓名

办公电话

先生/女士 部门

联络手机

职务

Email

先生/女士 部门

联络手机

职务

Email

参会代表信息

嘉宾姓名

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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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健康建议

本手册的介绍，照片及此手册所载其它事项仅作了解 作为成年人来中国旅行不需注射疫苗。若有特殊医药

基本信息之用.除有特别指定外, 本大会对会议过程中 方面的事项请预先咨询医师。

所产生的损失,破坏,伤害等不负责任(无论是因为本大 货币

会的疏忽或其他原因),包括代表的自选活动,陪同人员 中国官方货币为人民币。

旅游项目,或会前会后的旅游目。对任何原因造成的间 电压

接或附属的利润损失，本大会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手 中国通用电压为220伏

册不对因为本大会疏忽而造成的人员伤亡责任作任何 时区

规定或限制。因此强烈建议对大会各方面相应投保。 12月份上海的时区为格林威治时间加8小时

合约取消-不可抗力 国际航班

本大会有权以书面形式取消预订,若其义务的执行被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世界主要航空公司的国际直航航

现的不在其控制范围内的情况所阻碍,包括并不限于全 班。绝大部分国际航班出发和到达时间都是在早上。

国性或地区性的灾害,事故,罢工,劳动纠纷或供应停 根据交通状况不同,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从机场到宾馆

止,政府或准政府干涉。 的时间为40-60分钟。

旅行保险 安全问题

强烈建议在会议预订时投保个人旅行险。如因为个人 上海不存在任何特殊安全隐患,但如同世界各大主要城

健康问题或其它情况造成无法旅行,旅行险可能能作部 市一样,夜间游览要提高警惕。

分赔付和退还注册费。请详细阅读保险政策以确定所

提供赔付是所需的。在因为投保险种不适用或承包方

不提供赔付的情况下,本大会不承担任何责任。若需进

一步个人旅行保险信息,请联系本地的保险代理人。

基本信息

签证要求

大部分国家的护照持有者包括欧盟和美国,若进入中国必须先申请签证。我们特别建议

尽早联系本地中国使领馆以获取准确信息,

或浏览以下网址：

www.chinese-embassy.info/europe/index.htm

www.china-embassy.org/eng/hzqz/zgqz/t84246.htm

www.travelchinaguide.com/embassy/india.htm

www.travelchinaguide.com/embassy/russia.htm

更详尽的申请办法也可在2009年11月 本会议网站上获取。只有本组委会的注册代表及

其陪同人员才可获取邀请函以办理签证。请在报名表上注明是否需要邀请函.如被拒签,

本组织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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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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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DR. KNOELL 
CONSULT

承办方：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合作方:

媒体赞助商：

浙江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德国DR. KNOELL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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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评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联系我们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传   真：0571-87007566

网   址：www.tbt123.com     www.REACHWorkshop.org 

Shelley Wang  0571-87007534 

孙   薇   薇   0571-87007529
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