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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4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AICM）作为联合主办方，参加了由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在上海主办的“2016年中国

国际石油化工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新常

态-新动能-新竞争力”，自9月12日至14日，为

期三天的大会汇集了近千名中外石化行业的领导

者和决策者。

上海市副市长周波表示: 本次大会以“新常

态新动能新竞争力”为主题具有很好的现实意

义，相信各位嘉宾的远见卓识，将为化工业如何

面对挑战，为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和和包容增

长指定方向。9月14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AICM）主持召开题为“中国跨国化工企业的

未来发展”的分论坛。论坛围绕“跨国化工企业

 AICM在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上举办

“跨国化工企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分论坛

在华投资”和“跨国企业对中国化工业可持续发

展的贡献”两个重点展开讨论。来自AICM会员

公司的11位高层管理人员参加了小组讨论并达成

一致观点：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是化工企业未来

发展的一个首要选项。

论坛期间，来自AICM会员公司的高管们从

经济、政策、技术和社会的角度讨论了可持续发

展战略。他们表示将在中国开展更多的研发项

目，拓展本地人才的培训方案；与各价值链伙伴

合作，辅助客户建立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应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持续地

提供政策支持和经验分享；通过会员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绩效和信息开放共享来改善各利益相关者

对化学品的理解、关注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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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跨国化工企业正在超越由法律规

定的责任和义务，并且热衷于通过自身实践来促

进可持续发展。责任关怀是实现化工行业可持续

发展的特殊且重要的途径。在中国，对可持续发

展和EHS（环境、健康和安全）的政策法规

近年来不断更新，然而执行同样重要，而

且整个行业更应该规范一致。过去十多年中，

AICM应当地主管部门邀请，通过圆桌研讨会和

培训会等形式提供各种信息和支持。跨国公司高

管们愿意协助化工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并表达了

对化工园区政策可持续性的期待。在“一带一

路”的战略构想下，跨国公司高管们有积极的意

愿与中国公司合作，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为

国际领先化工企业在华的代表，国际化学品制造

商协会（AICM）愿意并努力促进所有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和责任关怀，提高化工行业

对经济的贡献。

 谈到“新常态”下投资，高管们讨论涉及

了在华投资的税收制度、并购重组、创新和总体

成本。他们一致认为，“新常态”给中国的制

造业带来了挑战，化工行业的发展势头也会有所

减弱，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他们还

指出，成本上升对投资是挑战，但它不是影响投

资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并购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发

展的一种方式，虽然在整合上双方会遇到一些困

难，但它可以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或美国市场打

开了一扇门。总体而言，跨国企业需要关注最大

限度地降低成本，平衡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等问题。同时，利用最先进技术、可持续发展标

准、人才培养计划和全球运营经验，在推动中国

化工业的健康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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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及其成员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为促进中国化工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愿意与当地公司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最佳实践和专业知识。作

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多年的联合

主办方之一，我们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合作，进一步推动本土化工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和责任关怀承诺。”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主席及默克中国理事会

总经理赵赋斯介绍致辞

议题一：

跨国化工企业在华投资

林博先生：据统计，中国

使用和消费的化学品占世界

总量的30%，对于跨国企业

来说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另

一方面，本土政策尤其是税

收政策也是跨国企业投资需

要考量的因素之一。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与

产能设置及项目审批关联紧密，需要谨慎处

理以应对产能过剩。税收的改革以及扶持政

策无论是对中国的总体改革增长而言或者是

对出口而言对跨国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政策。

主 持 人：

朱戟 -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副主席，卡博特公司资深副总

裁、亚太地区总裁

访谈嘉宾：

马瑞龙 - 液化空气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液化空气（中国）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AICM顾问委员会成员；

施罗澜 - 科思创上海一体化基地总经理；

陈桂武 - 凯米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AICM顾问委

员会成员；

林博 - 瓦克大中华区总裁、AICM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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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武先生：我们刚开始进

入这个市场的时候也是要交

学费，慢慢了解市场的一些

运作。经历了从商品出口，

到合资经营到全资公司的进

展。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

新常态6.5%GDP增长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还是

相当大的数字，中国是第二大全球经济体，这个

6.5%也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开玩笑地讲，中国每

年GDP的增长几乎是等于瑞典国家的GDP，这

个增长数字对我们或者对其他跨国公司来讲还是

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的继续投资不单单体现在

硬件生产方面，人才方面的投资也同样重要，而

且这些投资不仅仅用来服务我们中国地区，还有

整个亚太区，这是我们在投资方面的另外一个很

重要的层面。

马瑞龙先生：与政府和企业

之间的PPP的合作是液化空

气的创新合作模式之一。我

们寻求更多方法来提高当地

的效率和生产力，包括与大

学和科研机构展开合作，但

与当地企业在某些区域的合作仍然是我们寻求的

方向，同时当地人才国际性和多样性的培养，也

是我们创新的趋势之一。

施罗澜博士：目前的成本上

升有三个方面，包括原材料

成本、环保安全和薪资的上

升。安全和环境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监管和环

境上面更高的成本问题，且

要保持平衡。环境安全方面，我们要支持中国合

资公司和国有企业，让他们变得更有效率，让公

用事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至于薪酬上升的成本问

题，是可以通过更专业化的产出或提高效益来抵

消的。

朱戟先生：除了经济大环

境，产业政策、税收制度、

创新机制、行业企业并购以

及成本变化都会影响到跨国

化工企业的投资决策，跨国

公司在收购上面的侧重点也

有所变化，前几年大家比较看重市场份额和市场

地位，这两年更关注国家方向和政策的改变，尤

其是环保安全方面的政策。另外，化工业的创新

本身不只是建几幢漂亮的实验中心、招几个博士

或者是发表几篇文章这么简单，创新是一项非常

长期的投资和策略。总之，许多跨国化工企业老

总仍把中国视为其业务增长的引擎。我们将采取

措施，以适应“新常态”，包括像加大创新力

度、成本控制和整合的方法。我们热衷于支持中

国化工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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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跨国企业是怎样

为中国化工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的？

主 持 人：

欧博礼 -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副主席，塞拉尼斯（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

访谈嘉宾：

戴仁威 - 阿科玛大中华区总裁、AICM顾问委员会成员

严凯鹏 - 科莱恩大中华及韩国区总裁、AICM理事会成员

林育麟 - 陶氏化学大中华区总裁

濑川拓 - 三菱化学控股集团执行役员中国总代表、三菱

化学控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AICM理

事会成员；

赵赋斯 -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董事会主席、默克化工

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雷 -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 副总裁兼北亚区总

裁、AICM理事会成员

林育麟先生：随着对EHS
（环境、健康和安全）关注

的持续升温，技术创新和价

值链客户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共享恰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我们公司在两个领域

中要一直努力确保长期健康的发展，第一个是

创新驱动，第二就是我们需要将所有的价值链

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通过合作从而能够确保

可持续发展。除了在产品和服务领域通过创

新更好的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促进和教育公

众，让他们增加对化工企业的信任也是可持续

发展的一个环节。

赵赋斯博士：全球化工行

业正在自我监管这方面其实

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跟其

他行业相比这对于可持续发

展是有贡献的。国际化学品

制造商协会及其会员承诺加

强有成本有效、技术和风险控制的监管，这几

年，我们通过合作伙伴，给安监总局、环保部

和工信部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感觉到他们开

明的态度。化工行业需要法规，法规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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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致性、监管透明性和赏罚分明会提高执法

的效率。另外，企业合规自律不单单是对工厂生

产负责，更是考虑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涉及的

所有利益相关方。

濑川拓先生：责任关怀是

针对环境、健康与安全的一

个漫长的征程，需要化工企

业、政府主管部门和当地社

区实现信息共享，公开透明

地沟通交流。作为国际化学

品制造商协会的会员公司，我们将实施可持续发

展和责任关怀视为一项战略投资，而非成本负

担。如何生产、运输、储存、使用、回收化工产

品及危险化学品，这些都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安全

生产和社会责任中，目前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已经通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

企业展开了经验分享。

戴仁威先生：以前入驻化工

产业园，投资是和当地主管

部门讨论的焦点，而现在我

们更多被问及的则是关于可

持续、环境和安全方面的问

题，当然，作为跨国企业我

们也愿意分享跨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比如

我们在化工园区中与地方企业、跨国企业和其他

的利益相关方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致

力于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分享，

我们也能够通过培训或者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教育

社区和公众，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能够进一

步传播责任关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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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博礼先生：对于每一个参

与到化工行业的公司，有三

个重点领域，将对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产生积极而有意义

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严

格执行规章制度，指导我们

在正确的路径上成长；第二，我们都有责任促

进并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知；最后，我

们需要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以减少碳排放和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严凯鹏先生：中国正处在一

个从生产和投资为主的经济

体转型到以消费和服务为基

础的经济体的十字路口，所

以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

点也在“中国制造2025”和

“十三五规划”里多次提到。作为跨国公司，我

们明确承诺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研发，在中国，今

天我们已有了广泛的技术应用和服务能力，然而

创新真正的挑战来自人才的挑战，所以人才的投

资不可或缺。国际人才的本地分享和本地人才的

国际化是跨国化工企业为中国化工可持续的贡献

之一。

李雷先生：跨国化工企业与

中国化工企业的合作共赢也是

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

的一环。在“一带一路”的战

略构想下，跨国公司高管们

有积极的意愿与中国公司合作，提高可持续发展

水平。很多中国企业大踏步向国际市场进军，他

们本身已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给世界各地带

来技术、资源、资金、人才等。刚刚结束的G20

提出推进公平透明自由贸易，推进就业及双方共

赢。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愿意在“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下，和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进行国际

产能合作，推进自由贸易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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