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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邀请：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ECHA)
◎荷兰REACH和CLP执法当局VROM (Human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 Inspectorate,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Netherlands)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CRC-MEP)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N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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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ach24h.com/worksho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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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化学品工业界极负盛名的信息技术峰会之一——第四届国

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将于2012年11月29日至30日在中国杭州隆

重举行。自2009年起，每一届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都会成为全

球化工界关注焦点，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参与进

来，是各国化学品法规建设和企业应对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

本次会议将聚焦国际化学品法规发展现况、关注企业实际生产

与贸易环节：通过对官方机构、生产企业、进出口企业不同运作机

制及应对需求分析，阐释法规最新动态与执法监管方向；通过实验

测试领域专家对热点测试项目和数据的解析，探讨企业数据科学评

估及合理使用的方法；通过对贸易供应链上应对规范优化的探索，

帮助企业抵御贸易风险，创造更多合作机遇。

眼下，全球贸易已经进入中国时间，如何在国际化学品法规革

新浪潮中抓住合规契机，抢占贸易先机？本届峰会将为您提供最专

业的解读。

聚焦全球化学品法规革新进程

聆听最权威的法规动态解读

把握全球贸易合规脉搏

中国最具规模的化学品法规交流平台 

第四届启幕在即

Meeting basic 
introduction

会议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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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化学物质登记高效合规策略解析
——孔德涛，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10. 中国实施GHS现状与国际GHS发展趋势
——罗其明,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11. 《中国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解析
——郭宗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

12. 危险货物水上运输的执法监督
——葛育英, 大连危险货物运输研究中心

13. 韩化学品管理政策对话
——Sanghee Park, Chemtopia Co. Ltd.公司负责人

14. 如何应对GHS的地区差异性？
——Christine Lepisto, 美国The Wercs Ltd.公司

15. 美国TSCA法规要求及应对措施
——Lily Hou博士，美国ChemADVISOR, Inc公司资深化学品应对专家

17.扩展的安全数据表（eSDS）：管理并理解暴露场景
——Selerant Corp.

16.杜邦化学品法规应对之路——500强企业化学品法规合规示例
——Sandy Ma,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技术专家

主要议题与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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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化学品法规主管部门连续四年参会对话

REACH执法机构首次来华真实解读监管动态

国际化工巨头传递来自采购商的合规采购理念

全球业内专家齐聚一堂开启合规应对中国时间

2012.11.29 中国 杭州 敬请关注

1. 如何迎接欧盟REACH法规2013年注册截止期
——Petteri Mäkelä,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国际关系部资深官员

2. EU REACH与CLP法规执法监管现场报道
——Chiel Bovenkerk, 荷兰REACH和CLP执法当局高级监察员

3. 中国化工法规资讯平台 - ChemLinked.com
——魏文锋，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Chemlinked项目开发者

4. REACH法规应对经验分享——注册数据费博弈
——叶丹雯，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

5. 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简介
——聂晶磊,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CRC-MEP)新化学物质管理部主任

6. 新化学物质登记测试要求介绍与案例分析
——汤保华 博士, 沈阳化工研究院资深工程师

7. 新化学物质登记数据合规解析
——蔡磊明 博士,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农药残留检测重点实验室

8. 化学品风险评估技术在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王宏，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化学品生态效应与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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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teri Mäkelä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国际关系部资深官员

Chiel Bovenkerk, 
荷兰REACH和CLP执法当局高级监察员

叶丹雯，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

Sanghee Park, Chemtopia Co. Ltd.公司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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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9日

12:00-13:00

13:00-13:15

13:15-14:00

14:00-14:45

14:45-15:20

15:20-15:50

15:50-16:20

16:20-16:50

17:20-17:35

17:35

18:00

参会代表签到

开幕式及主办方致辞

如何迎接欧盟REACH法规2013年注册截止期

EU REACH与CLP法规执法监管现场报道

REACH法规应对经验分享——注册数据费博弈

茶歇

韩化学品管理政策对话

专家面对面
与会专家将就企业对REACH法规应对提问做出解答

赞助商专题                                                             Huntingdon Life Sciences

会议结束

晚宴

Agenda
会议议程

International Chemical Regulation REACH Workshop, Asia 2012
Hangzhou, China, 2012

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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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20 美国TSCA法规要求及应对措施 Lily Hou博士
美国ChemADVISOR, Inc公司资深化学品法规应对专家



聂晶磊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CRC-MEP)新化学物质管理部主任

汤保华, 沈阳化工研究院资深工程师

蔡磊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

  王宏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化学品
  生态效应与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罗其明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葛育英, 大连危险货物运输研究中心

第四届国际化工法规技术峰会•2012亚洲论坛 - 第二天

2012年11月30日

8:00-9:00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25

15:25-15:55

15:55-16:25

16:25-16:55

16:55-17:10

17:10-17:30

参会代表签到与早茶时间

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简介
 

新化学物质登记测试要求介绍与案例分析

茶歇

新化学物质登记数据合规解析

化学品风险评估技术在中国化学品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新化学物质登记高效合规策略解析

专家面对面
与会专家将就企业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应对提问做出解答

午餐

中国实施GHS现状与国际GHS发展趋势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解读

危险货物水上运输的执法监督

茶歇

中国化工法规资讯平台 - ChemLinked.com             魏文锋，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如何应对GHS的地区差异性?

企业合规示例：杜邦化学品法规应对之路

专家面对面--与会专家就GHS应对提问做出解答

 
扩展的安全数据表（eSDS）：管理并理解暴露场景     Selerant Corp.

最终演讲嘉宾信息以峰会当天为准，一旦您确定参会，组委会将不定期向您发送最新详细议程。本次大会以中文、英文为主，会议现场提供同声传译。

Agenda
会议议程

International Chemical Regulation REACH Workshop, Asia 2012
Hangzhou, China, 2012

第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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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涛
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郭宗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

Christine Lepisto, 美国The Wercs Ltd.公司

Sandy Ma, 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7:30 会议结束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是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华测检测”

（股票代码：300012）下属的创新型服务企业，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全

球化学品法规咨询及技术服务、供应链信息化管理、数据库服务以及

互联网资讯平台等。公司核心团队具有多年应对化学品全球市场准入

服务工作的经验，为全球3000余家企业提供了包括欧盟REACH法规注

册、欧盟生物杀灭剂注册、CHINA REACH(中国新化学物质登记)、中

国化妆品原料申报、分类与标签更新（符合GHS/CLP要求）、

SDS/MSDS制作、欧盟CLP通报等在内的国际贸易壁垒综合应对服

务。通过四年的发展，华测瑞欧已经凭借自身技术实力建立了我国

REACH法规服务的行业规范，并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合作渠道，成为

我国化学品法规服务业的领军企业。

International Chemical Regulation REACH Workshop, Asia 2012
Hangzhou, China, 2012

REACH24H 
CONSULTING 

GROUP

2012
杭州

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REACH24H China



International Chemical Regulation REACH Workshop, Asia 2012
Hangzhou, China, 2012

杭州西湖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五星）

位于风景优美的西子湖畔，距离省政府，武林路 延安路购物

街仅举步之遥。房间平均面积在49 平方米，并有独立的阳台

与湖景房。700平方米 无柱落地玻璃（可走入式小花园），

独享宝石山 景致的杭城唯一会议厅，并辅以同楼层6个精致 

小会场。每间客房干湿分离并配有37英寸液晶电视，高档中

式餐饮，时尚的自助西餐厅，纯正的泰餐，带给你餐饮的创

新理念。 

地址：中国浙江杭州市凤起路555号 

酒店电话：+86 (571) 8761 6888 

酒店传真：+86 (571) 8783 6666

会议酒店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杭州城站火车站

武林广场/武林商圈

西湖新天地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新华路中国丝绸城

杭州大剧院

吴山广场/河坊街

杭州湖滨国际名品街

40分钟车程

15分钟车程

5分钟车程

10分钟车程

20分钟车程

10分钟车程

20分钟车程

5分钟车程

10分钟步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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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赞助方案

经过四年的经营与沉淀,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REACH 

workshop)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化工业界技术专家、职业经理人、销售精英

们交流领先理念、分享宝贵经验、洞悉法规最新趋势的首选平台。第四届

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邀请了海内外化学工业界政学企三方权威人士，

将就全球关注的化学品法规革新进程与参会代表展开为期两天的深入互动

交流。与会代表将借助这个国际化交流平台，共同分享法规应对策略和成

功经验，展现企业多方面的技术实力、巩固及拓展潜在商机。本届峰会无

论是自身价值还是传播价值都将跃上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诚邀贵公司赞助

本届峰会，相信本次峰会能为您带来企业品牌形象的提升以及巨大的商业

价值。

成功成为第四届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2012赞助商，您将获得：

聆听来自全球化学工业界关于化学品法规合规理念的声音

面向全球化学品专家与企业代表分享您的专业见解与服务

提升品牌形象，展示企业实力的空间与平台

挖掘潜在客户，拓展商业合作的契机

有效、持久的宣传方式，覆盖媒体、网络、平面途径的全面市场推广

我们相信贵公司的加入，必将对论坛的成功举办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此高层峰会上的宣传也会为贵公司在国内外提升形象并带来丰厚的收益。

2012
杭州

历时四年 打造中国最高规格化学品法规交流盛会

专注经营 以品牌服务汇聚全球化学工业界精英

期待共赢 邀您携手共同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01

02

03

04

05

Summit Sponsorship Programme

赞助机会
（如需定制赞助内容请直接与主办方取得联系）

峰会赞助名额有限，请尽快与峰会组委会联络

赞助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小姐

Tel: 0571-87007516    Fax: 0571-87007566   Mail: wl@reach24h.cn



钻石赞助商-限1名，10万元人民币

金牌赞助商-限1名，5万元人民币

● 以“赞助商”的名义出现在大会的大会官网、背景板，会刊等

   宣传资料

● 主持人做赞助商介绍

● 符合峰会主题的前提下，15分钟主题发言机会（内容须经峰会

   组委会审核）

● 茶歇期间会议主屏幕循环播放由赞助商提供的企业宣传片或PPT

   展示（内容须经峰会组委会审核）

● 大会免费参会名额2名，

● 峰会内场指定区域设置展台

● 会场指定区域搭建易拉宝，摆放公司宣传资料

● 公司（产品）宣传资料可放入大会资料袋（材料由企业提供）

● 大会代表胸卡吊绳广告

● 企业网站友情链接1年

银牌赞助商-限1名，2万元人民币

● 以“赞助商”的名义出现在大会的大会官网、背景板，会刊等宣传

    资料

● 主持人作赞助商介绍

● 作为峰会茶歇的赞助方，茶歇区域放置标识

● 茶歇期间会议主屏幕循环播放由赞助商提供的企业宣传片或PPT展

     示（内容须经峰会组委会审核）

● 赞助商可在茶歇区域放置两块海报

● 赞助商可在茶歇区域摆放宣传资料

● 大会免费参会名额1名

● 公司（产品）宣传资料可放入大会资料袋（材料由企业提供）

● 企业网站友情链接1年

● 以“协办方”的名义出现在大会的官网、背景板，指示牌，会刊

    等宣传资料；

● 峰会开幕式致辞机会

● 主持人重点介绍协办方情况

● 符合峰会主题的前提下，30分钟主题发言机会（内容须经峰会组

    委会审核）

● 茶歇期间会议主屏幕循环播放由赞助商提供的企业宣传片或PPT

    展示（内容须经峰会组委会审核）

● 大会免费参会名额4名

● 峰会内场指定区域设置展台，位置优先

● 会场指定区域搭建易拉宝，摆放公司宣传资料

● 公司（产品）宣传资料可放入大会资料袋（材料由企业提供）

● 大会代表胸卡吊绳广告

● 峰会官网赞助商专题报道两篇

● 企业网站友情链接1年

● 以”支持单位”的名义出现在大会的大会官网、背景板，晚宴指

    示牌，会刊等宣传资料

● 会议主持人作支持单位详细介绍

● 茶歇期间会议主屏幕循环播放由赞助商提供的企业宣传片或PPT展

    示（内容须经峰会组委会审核）

● 作为晚宴东道主致辞

● 晚宴现场入口处可放置两块海报（材料由企业提供）

● 晚宴主桌席位1名

● 大会免费参会名额2名 

● 作为晚宴赞助商出现在会议日程、餐桌及晚宴区域的易拉宝上。

● 公司（产品）宣传资料可放入大会资料袋（材料由企业提供）

● 峰会官网赞助商专题报道一篇

● 企业网站友情链接1年

注：晚宴过程中赞助商欲进行其他活动，需经主办单位同意

晚宴独家赞助商-限1名，
4万元人民币

2012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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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第四届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组委会 

 

“2012 第四届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大会报名回执表 

请填写本报名表并即刻回传至 0571-87007566 以便为您预留席位。 

参会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发票抬头  

通信地址  邮编  

参会人员信息                                                                          

 先生/女士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联络手机  Email  

 先生/女士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联络手机  Email  

 先生/女士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联络手机  Email  

是否需要预定酒店（费用自理） 是□       否□ 

大会相关信息 

 大会总人数限制 150 人，席位有限请火速报名； 

 大会报名截止日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报名参会者请在截止日前通过传真或邮件回传确认； 

 大会统一注册费 3000 元/人，因席位有限（150 人），大会仅在接受付款后保留尊席； 

（会务费用包含餐饮，会务资料，同声传译等，不含住宿费用） 

 现场缴费将额外收取 500 元/人席位费，届时如席位已满，可能将无法受理现场缴费，请谅解；   

 每个代表可向演讲嘉宾提交一个问题，演讲嘉宾将现场予以回答（问题请在会议开始前交与现

场工作人员）。 

大会联络处 

报名联络：王小姐    报名热线：0571-87007516    

传真：0571-87007566 邮箱：wl@reach24h.cn 

咨询电话：400-809-5-809  大会官网：http://www.reach24h.com/workshop2012 

汇款帐户信息 

公司名称：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杭州高新支行 

会议专用账号：571905960310400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327 号合生国贸中心 2 号楼 6 楼（邮编：310023） 

 

http://www.reach24h.com/worksho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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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第四届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组委会 

参会人员酒店房间预订表 

2012 第四届国际化学品法规技术峰会 

酒店信息 

酒店 元/间 11 月 28 日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1 日 

温德姆豪庭大酒店 950 元/间     

海华大酒店 500 元/间     

说明事项： 

1. 所有参会企业需自行支付酒店账单； 

2. 以上是峰会组委会为参会代表推荐的酒店优惠协议价格。若参会代表选择以上酒店入住，请务

必填写此表，会务组将根据表格信息为您提前预定所需房间； 

3. 峰会周边星级酒店、快捷酒店资源丰富，参会代表可自行选择其他酒店并办理预定手续； 

4. 11 月、12 月是杭州旅游和会议高峰期，为保障您酒店预定工作顺利，请提前落实预定工作。 

预    订    人    员    信    息 

姓名 性别 联络手机 到达酒店时间 其他特殊要求 

     

     

     

 

订房相关信息 

 请将所需房间的数量准确填入所选的酒店和日期的空格内 

 因时价略有差异，最终价格以 11 月份酒店报价为准 

 以上房间默认为标间，若需其他规格的房间，请提前与我们联系 

 请将此表与大会报名表同时回传至 0571-87007566，方便我们为您预订房间 

订房联络处 

订房联络：王小姐    订房热线：0571-87007516    

传真：0571-87007566 邮箱：wl@reach24h.cn 

咨询电话：400-809-5-809  网址：http://www.reach24h.com/workshop2012 

 

http://www.reach24h.com/workshop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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