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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3日，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跨国化工企业在中国‘十三五’

中的机会和展望”专题会议暨白皮书发布仪式在武汉成功举行。政府代表，协会领导及

近200位来自国际国内化工业界的同行参加了本次活动。

会上，AICM发表了题为《跨国化工企业在中国未来发展》的白皮书。白皮书中涵

盖了跨国化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最为关注的事项、跨国化工企业在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

的问题及各利益相关方应该做出的努力。（白皮书下载链接 http://aicm.cn/wp-content/

uploads/2016/06/AICM_whitepaper_CN.pdf ）

接下来的专题研讨会就“跨国企业在十三五期间的战略，以及鼓励创新的政策”、

“园区的长期规划怎样来满足国际化工业的水准”、“政府对于搬迁入园的政策”和

“化工公司在新的环保政策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四个主题展开讨论。汇集了来自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工信部原材料司、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等领导及来自AICM会

员企业的亚太及大中华区数十名高层领导的声音、经验和智慧。 

在研讨会中，跨国企业明确表示，要利用最先进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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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作用。而国际化学品制

造商协会(AICM)将继续倡导市场教育和宣传，鼓励业内交流，支持政府加强行业监管、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加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其会员企业将利用自身在多个

商业周期积累的丰富国际国内经验，引领企业迈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帮助并促进中国化

工业实现健康发展。

AICM：跨国化工企业在

中国‘十三五’中的机会

和展望”专题会议暨白皮

书发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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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赋斯博士对白皮书的发布做了综述。 针对它的起源和生成做了

介绍。并对可持续发展与责任关怀部分做了深入讨论。

赵赋斯博士认为白皮书中的一些见解是来自跨国企业在华最高层

的见解，或者将来会成为化学精英人士的看法。 白皮书主要关注三个

主题：一是创新与研发。创新具有越来越强的重要性，整个化工业都

很关注创新，尤其是跨国公司更加关注创新。二是关于投资，防止过

度投资和过度产能，会让我们进入良性循环，避免恶性竞争以及过低

利润，从而促进研发。我们也谈到了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更加

公平，而且我也谈到了监管的重要性。最后一点就是可持续发展与责

任关怀。作为一个行业必须非常自律，让园区更加关注责任关怀。通

过与联合会及政府的对话，确保监管能够更加高效与智能化。

最后，赵赋斯博士表示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愿意分享最佳实践

与专业知识，尤其是与本土公司进行共享，并愿意更多与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合作，大家一起把化工行业变得更好。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主席及默克中国董事总

经理赵赋斯介绍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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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执行董

事马一兵作为会议主持致欢迎辞并对

会议目的进行了简要介绍。马一兵表

示，AICM代表着70多个在中国运营

的国际化工企业，在过去三十年里，

协会一直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合作，提升中国的行业合作与责任

关怀。 今天这样的会议，就是为了让

利益相关方就他们关注的方面交换意

见，提供更多支持。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AICM）执行董事马一

兵致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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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表示白皮书发布仪式很有

意义。 “十三五”发展无论对于跨国公司来讲还是对中国石油化工企

业以及全行业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五年，这五年既充满挑战又充满机

遇，既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又有不少创新发展机会。因此，今天会议

集中讨论的四大话题都是中外企业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

李会长表示，白皮书还突出强调了责任关怀工作，自2002年以

来，中国石化联合会与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积极合作，在全行业积

极推进责任关怀，并且组织了不少大型会议与活动，这些会议与活动

得到了广大化学园区、生产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充分

肯定。绿色发展和责任关怀是全行业发展的一个战略任务，今年将与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共同召开责任关怀大会。中国石化行业的责任

关怀工作将在去年300多家大型企业签署责任关怀全球宪章的基础上，

将责任关怀宣传继续向深度广度发展。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会长李寿生做

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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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主题一：

跨国企业在十三五期间的战略，以及鼓励创新的政策

主 持 人：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主席及默克中国董事总经理  赵赋斯博士

访谈嘉宾：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傅向升、索尔维中国区总经理 孙立宏、汉高公共事务部负责人 于江、

                  液化空气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阎金平、亚什兰大中华区总经理 赵连明、埃森哲大中华区资源事业部 赵楚泓

傅向升：石化联合会非常重视

创新工作，在创新方面，每年都

帮助会员单位与企业组织石化行

业的创新项目，帮助大家争取一

些国家的项目支持。在企业的转

型升级和调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给予资金支

持。也重点支持在园区企业的创新活动。

赵楚泓：创新已经成为五年计

划中的重点，尤其提到工业化的

时候，以及政府所提到的“两化

融合”，跨国化工公司一方面利

用新技术，传感器技术、WIFI技

术、物联网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作效率有

所提高；另外在销售方面，也有一些数字方面

的转换，比如B2B、B2C的平台。

阎金平：工业气体在很多方面都

会用到，每个行业都在使用工业气

体，我们帮助客户改善他们使用气

体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这是在应

用方面的创新。同时投资关注如何

进一步改善安全性、可靠性、成本效应，并以

此减少能耗与排放，减少材料消耗。

于江：汉高“十三五”规划出来

之后，我们战略布局更加清晰，利

用经济放缓的两年时间，其实做得

更多的是自我产品调整以及产业整

合。行业发展方面，跟行业协会、

相关产业组织、政府组织分享我们在各个区

域、各个行业的成功经验，帮助整个提升标

准。创新方面，考虑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特

别是对于一些针对亚洲（中国）的新兴产业，

比如说手持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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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宏：看中国的“十三五”

或者看中国制造2025年，这跟

索尔维在全球、在中国的发展都

是吻合的。索尔维承诺到2025

年，单元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浓

度要降低40%，公司致力于绿色发展，绿色发

展动力就是科研。

赵连明：创新一定要在公司里建

立创新的文化。创新文化需要员

工共同参与，作为管理层要接受

员工的失败，要有这个气度。要

给员工创新犯错的机会，提供一

个创新的文化，要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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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挺：涉及到园区发展的长久性

稳定性问题，也涉及到企业在选择

园区的时候，自己要有判断力。工

信部在去年底已经发布了《促进化

工园区规范发展指导意见》，这是

国家政府第一次针对化工园区的发展出台的第

一个指导意见。下一步实施，石化联合会跟工

信部将联合尝试推出园区的分级管理体系。在

这里面，我们将园区分成鼓励类、改造类和限

制类园区。

戴仁威：我们提倡各方合作，进

行紧急的应对，整合资源，建立应

急中心，在园区里必须要有统一的

标准，要有一个统一的建筑设施与

系统。在中国，每个化工园区都

野心勃勃，所以期待与实际有差距。我们也需

要开发商（化工园区）与企业之间有对话和沟

通，确保现实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工厂们的期

待。

 研讨会主题二：

园区长期规划怎样满足国际化工业的水准

主 持 人：瓦克化工的林博

访谈嘉宾：石化联合会化工园区秘书长 杨挺、三菱化学的 濑川拓，空气化工的冯燕，阿科玛的戴仁威

濑川拓：搬迁中平等的价值交

换是重要的，而评估需要很长的

时间和成本，才能执行搬迁。

冯燕：有的化工园区是建了再

扩，有的是边建边扩，这样出现

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跟进非常

困难，我们作为气体公司，补建

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麻烦。化工

园区如果规划做调整，重新布局与搬迁就遇

到挑战。在南京我们分阶段，按照客户需

求，按照园区需求，布局了对工业气体的要

求进行分阶段建设与实施。随着园区客户不

断发展，我们也会不断地扩充，这也给园区

客户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配套与发展。



10 AICM 电子期刊

研讨会主题三：

政府对于搬迁入园的政策

主 持 人：巴斯夫大中华区营运与基地管理全球高级副总裁莫立森博士

访谈嘉宾：工信部原材料司领导马从越、赢创大中华区总裁柯乐施博士、凯米拉中国区总裁陈桂武

马从越: 工信部牵头有关部委正

在推进《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

区高风险危险化学品搬迁改造方

案》，这是国家政府部门第一次

整体考虑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方

案没有正式公布，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比如说承接地的园区，现在很多园区都在

做总量控制、环境容量等，有没有一些突破，

我们也值得期待。搬迁的事情需要地方政府和

企业自身系统考虑，首先是政策的制定，还有

搬迁企业有没有一定的积极性配合政府把这个

工作做好。

柯乐施：要想在中国未来进行

投资，总的来说，将化学项目互

相绑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将

不同的园区进行整合，对提升环

境、提升安全、提升效益非常重

要，尤其像那些生产量比较小的特种化学品生

产商。我们非常关注搬迁的要求，对我们来说

最具挑战的事情就是时机，何时做，怎么来

做？需要说服投资人与股东。不光要向他们讲

述搬迁的问题，还要打消他们身后的疑虑。

陈桂武：在搬迁入园的做法里

面，有些公司会选择关停，有的

公司会选择搬迁入园，利用这个

机会提升厂的自动化、现代化程

度。要投一个化工厂，回报时间

很长，必须要保证这个园区能够给我们长

治久安的安稳状态，才能在里面生产。除

了经济因素，我们也会看原料在哪里，客

户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些

因素。还有搬迁入园，园区里面最好是上

下游有连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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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主题四：

化工公司在新的环保政策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主 持 人：沙特阿拉伯基础工业（SABIC）全球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李雷（主持）

访谈嘉宾：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主任董战峰、朗盛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钱明诚、

                  阿克苏诺贝尔乙烯、硫及硫衍生物事业部董事总经理韩思达 

李雷：环保从广义来讲，应该

包括安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情。化学工业有一些不守法或者

是不努力的企业对环境造成了污

染，但是和其他的行业相比，化

学工业同时又是治理污染的技术、方案提供商，

离开了化学工业所遇到在环保方面的挑战、排放

方面的挑战是没有办法加以解决的。

董战峰：我们在发展的阶段，可

以看到有很多的成绩，但同时也

有很多的问题。从大的战略规划

设计、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创

新驱动等，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系

统性的调整。2014年《环保保护法》（环境保护

基本法律）做了很大的修整（1989年相比），从

理念到手段，到工具以及到追责等，发生了大的

变化。现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已经修订，准备出

题，水污染防治法，也在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也

在进行调整。另外，下一步环保工作肯定要重视

老百姓的参与，要重视发挥社区力量。

钱明诚：讲到环保和安全，我们

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可持续性的发

展，没有科学的管理，没有先进的

工艺技术，就做不到这一点。做到

真正环保安全，要有配套设施，如

处置固废、危废的一些企业。在中国不能只

看短期投资回报，要看比较长远的可持续性

发展，所以我相信这些跨国公司都会面临这

么一个挑战。

韩思达：我们公司在行业里是领

导者，与执法机构、执法者进行互

动，他们会在我们工作日检查我

们，也会邀请公众参观我们公司，

看我们如何管理工厂，以及如何保

护人们安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保护

环境，而且让他们有权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什

么事，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透明，我觉得这样做

非常对，我们的工作就是让自己透明，让公众

来观察我们，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一个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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