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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ICM
AICM 成立于 1988 年，目前代表近 70 多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跨国化工公司，各

公司业务涵盖化学品制造、运输、分销、加工等各环节。

AICM 愿景
AICM 及其公司有着共同的愿景：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际领先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AICM 致力于：
1．向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及其他全球范围认知的化学品管理理念；
2．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实行成本有效、技术和风险控制型政策；
3．树立化工行业在经济建设中贡献的地位。

AICM Introduction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ICM) was founded in 1988. 
AICM represents nearly 70 maj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cross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Its companies businesses cover the manufacturing, sales,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and 
disposal of chemicals.

Our Vision
AICM and its companies share a common vis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chemical players in China, AICM commits to 
- Promoting Responsible Care and other globally recognized chemic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among all stakeholders, 
- Advocating cost-effective science and risk-based policies,
- Building up the chemical industry’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economy.

Please scan the AICM QR Code on the Right, 
let’s discover the chemical world together.
扫右侧 AICM 微信二维码
让我们一起探索化学世界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工作目标
◦ 倡导科学的化工产业政策和基于风险管理的法规管理体系，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 跟踪中国化工产业政策法规进展，协助会员理解执行以及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 促进国内外化工产业政策法规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协调发展

主要职能
◦ 拓展和加强与化工产业政策法规相关决策者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与沟通；
◦ 代表会员的共同利益，提出对中国化学工业发展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
◦ 关注中国化工产业政策、法律、法规、标准的动态和趋势，及时向会员传达并协
  助贯彻执行；
◦ 创建国际化工行业交流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共享国际化工领域在政策法规方
  面的管理经验

Industrial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Objectives

◦ Advocate science-based chemical industry policy and risk-based regul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 Monitor the updates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assist 
   members’ understand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
◦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on chemic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harmonization.

Functions
◦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policy 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n chemical industry policy and regulation;
◦ Provide comments and proposals on policies,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n behalf of members’ interests;
◦ Monitor and inform members the updates and trends of policies,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 Create the exchange platform bridg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hemical 
   industry, sharing the experiences on international chemic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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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IPAC Key Activities 重大活动
CONTENT 目录

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1
AICM & Japanese Chamber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化学品管理与环保法规研讨会

10

2
AICM Chairman Mr. Jeff ZHU had a Meeting with Mr. WANG, Haoshui, Member of the Party 
Group at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for Strategic Collaborations
AICM 理事会主席朱戟先生与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王浩水先生就战略性合作举行会谈

11

3 AICM issued 2018 IPAC Report                                               
AICM 发布 2018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13

4

AICM had a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MEE Officials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Measurers (draft)
AICM 与生态环境部就《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及管控条例》( 征求意见稿）中关注问
题进行座谈

14

5
AICM Visited NRCC of MEM and Had a Meeting on Concerned Topic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ICM 拜访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化品管理关注问题进行座谈

15

6
AICM Joined the Meeting 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Response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ICM 应邀参加应急管理部 2019 年化工行业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

16

7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s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组织食品接触树脂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

17

8
AICM attended MIIT Electrical Electronics Products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Annual 
Meeting
AICM 参加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全体会议

18

9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 2018 年度会议 19

10
AICM Continuously Supported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utomobile Material and Strongly 
Promote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ulation Exchanges In the Supply Chain 
AICM 继续支持车用材料国际论坛，积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法规交流

20

11
AICM attended 2nd food contact migration test standard revision review meeting
AICM 参加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标准修订第二次研讨会 22

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12
AICM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AICM 参加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 23

13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Exchanged with MEE Chief Leader of Department of Laws and 
Standards on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与生态环境部主要领导就环保关注问题进行交流

24

14
AICM IPAC Delegation Joined the Seminar on Regulatory Review Organized by MOT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参加交通运输部行业代表法规研讨会 25

15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Coating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组织食品接触涂料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

26

16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b-Committee Meet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生命科学应用分委会会议 27

17
AICM Organized Food Related Products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组织食品相关产品监督实施讨论会

28

18
Mitsui Delegation and ICCA Chamber Chief Mr. Kawashima visited AICM
三井化学总裁助理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室长川岛信之先生一行拜访 AICM 29

19

AICM IPAC Delegation Visited MEM-NRCC and Discussed with Duty Department of MIIT and 
MEM on Industry Hazardous Chemicals Warehous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就危险化学品仓储事宜拜访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
心，并就调研报告与应急管理部及工业信息化部主管司局进行沟通

30

20
AICM IPAC Delegation Visited China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Association on 
Hazardous Chemicals Warehous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就危险化学品仓储事宜拜访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31

21
AICM Actively Supported 1st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 Health Forum 
AICM 积极支持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论坛 32

22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Experts Review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代表团参加 2019 食品接触材料专家讨论会议 34

23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Ms. Beryl MA, had A Meeting with Ms. Hu, Yuhong, Vice Director 
of NCICS on Future Cooperation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与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就合作事宜举行座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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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24
AICM Held Workshop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题研讨会 36

25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Workshop on Cosmetics Ingredients Management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研讨会 37

26
AICM Visited China National Center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ICM 拜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博士 38

27
AICM Attended 2019 MIIT Training Workshop on Conform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Products 
AICM 参加 2019 工信部电子电器产品符合性评价宣贯会

39

28
AICM Organized Site HSE Sub-committee Meeting 
AICM 举办厂区 SHE 分委会工作会议 40

29

AICM&CFSA Organized Review Meeting on Application of QSAR and Read-Across in Field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ICM 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联合举办 QSAR 及交叉参照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应用研讨会

41

30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Petroleum Fuel & Lubricant Standards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成功举办成品油及润滑油小组圆桌讨论会

42

31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Visited AICM on 2019 White Paper & Future 
Collaborations 
日本商会来访 AICM 并就 2018 白皮书和深化合作进行会谈

43

32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s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组织食品接触树脂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 44

33
AICM Supported 2019 DPTC Food Contact Coating and Rubber Prod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Workshop 
AICM 支持 DPTC 食品接触涂料和橡胶制品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研讨会

45

34

AICM Supported 2019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Held Regional Workshop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协助举办 2019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大会并组织区域间化学
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会

46

35

AICM IPAC Chair Ms. Karin XU Communicated with Mr. Geert Dancet,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Chemicals Agency (ECHA)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与欧盟化学品管理署（ECHA）前执行主席 
Geert Dancet 先生交流

48

36

AICM IPAC Deputy Chair Mr. Bill ZHOU Attended 2019 Forum of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by NCICS and Presented Process safety Risk Matrix & Safeguard 
Measures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参加 2019 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创新
研讨会，并就过程安全风险矩阵及保护措施进行分享

49

37

AICM With Nearly 70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oined the First Batch of Work Safety 
Expert Group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a Under MEM 
AICM 携近七十家跨国外企加入应急管理部在华外资企业首批安全生产专家工
作组

50

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38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Expert Review Meeting 
AICM 参加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专家讨论会

51

39
AICM Organized New Chemical Order 7 and Guideline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组织新化学物质 7 号令和指南制修订圆桌讨论会

52

40
AICM Supported Asian Helsinki Chemicals Forum and 4th Summit Meeting on Chemical 
Regulations in Asia Pacific（HCF&SMCR 2019）
AICM 积极支持亚洲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暨第四届亚太化学品法规峰会

53

41
AICM Successfully Co-organized 2019 7th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International Forum 
AICM 联合举办 2019 年第七届食品接触材料安全国际论坛 54

42
AICM Organized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研讨会 55

43
AICM Supported 1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stics Industry 
AICM 积极支持第 15 届中国塑料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56

44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s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19 年汽车应用材料法规和管理研讨会

57

45
AICM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Asia Regulatory Summit 2019
AICM 代表参加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亚洲法规峰会

58

46 AICM Organized IPAC Experts Meeting and Ceremony in Shanghai
AICM 在上海举行 IPAC 专家团队成立大会

59

47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ICM Site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19 年度厂区环境、健康和安全法规研讨会

60

48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Coating VOC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涂料 VOC 法规政策研讨会 61

49
AICM Attended 2019 Food Contact Material Standards Expert Review Meeting
AICM 代表参加 2019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专家研讨会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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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n Jan. 22,2019,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with The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China 
(CJCCI) in Beijing with invited speaker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for policy making.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from industry attended the event.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attended the event. Head of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Ms. Bing, WANG, chaired the afternoon session. Ms. Karin XU, IPAC Committee Chair, made a 
closing speech at event and indicated that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which 
also represents more common interest of members. Through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latform 
effect was improved. At meeting, regulatory updat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emical management 
related to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hot topics of companies including Management of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pollution control, national inspection and draft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AICM & Japanese Chamber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2019 年 1 月 22 日，由 AICM 和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合办的化学品管理与环保法规研讨会在北京成
功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承办。共有来自于行业内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
讨会和相关讨论。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参加此次会议。

AICM 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负责人王冰女士主持下午会议。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做
会议总结，并指出 AICM 代表会员公司的共同利益，长期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
化学品法规和标准体系，也在此过程中，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和各行业协会的广泛交流，建立了良好
的沟通机制，并使平台效应得到了不断地加强与完善。此次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协作，就与环境和
安全相关的化学品管理政策、环境保护及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及相关技术要求及修订进展进行共同
探讨，特别是对国家危险废物管理、环境保护产业政策、环保督查等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和深入的
讨论。

AICM 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化学品管理与环保法规研讨会

2

On Jan. 25th, 2019, AICM Chairman, Mr. Jeff ZHU, had a meeting with Mr. WANG, Haoshui, Member of the 
Party Group at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n strategic dialogues in the field of chemical safe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ecutive Director, Ms. MA, Beryl, and Ms. Karin XU,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and relevant staffs joined the meeting. Mr. SUN, Guangyu, Director General 
and Mr. XU, Shaodou,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Supervision of 
MEM attended the meeting. Mr. LU, Nianming, Secretary, China Chemical Safety Association (CCSA) joined 
the discussion. 

Mr. WANG, Haoshui welcomed Mr. Jeff ZHU and indicated that safety expert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are focus of safety management.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licted requirements at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mong several ministries. Lack of workability of the 
legal statement at implementation is also another issue during implementati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senior representative of chemical productions shall be improved. The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may 
lead to some Chemical Enterprise Risk Spill-over Accident. With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risk-based 
management measurers and safety expertise of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ies, The Ministry is willing 
to seek an in-depth collaboration module with AICM. 

To feedback to Mr. WANG, Haoshui, Mr. Jeff ZHU gave the introduction on safety expertise & perspectives 
o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Commitment of senior representatives to the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By 
introducing the best practices to domestic companies at local industry parks, AICM implements the 
responsible car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China. 

Contributive roles of AICM's companies on safety management were well acknowledged at meeting. 
Both parties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collaborating activities in 2019 in the field of safety expertise and 
jointly establishment of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s in chemical safety. Serving a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ultination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nd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ICM will continue to introduce 
the most advanced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t global scale, further build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AICM Chairman Mr. Jeff ZHU had a Meeting with Mr. 
WANG, Haoshui, Member of the Party Group at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for Strategic Collab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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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5 日，AICM 理事会主席朱戟先生与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王浩水先生举行会谈并就
化学品安全管理及推广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和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主席徐琨女士等参加了此次拜访。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司长孙广宇先生及副司长徐少斗先生、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路念明秘书长参加了此次会谈。

王浩水先生对朱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安全专业知识、社会责任、立法和执法是安全管理
的重点。在各职能部委之间的监管发展可能存在一些冲突的要求。法规文件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可操
作性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化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人员的
社会责任感的缺位可能导致部分化工企业风险外溢事故。通过引进科学的、基于风险控制的化学品
安全管理方法和跨国化工企业的安全专业知识，应急管理部将与 AICM 进一步探讨更多合作模式，
充分发挥跨国化工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引领作用。 

朱戟先生就 AICM 所属近 70 家跨国公司在化学品安全管理及过程安全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他指
出跨国公司高层对于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承诺是跨国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向所属化
工园区的国内企业介绍跨国公司的最佳实践经验，AICM 所属公司践行着责任关怀准则、履行着企业
的社会责任。

与会人员对 AICM 所属公司特别是在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专业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双方将于 2019 年进一步加强在化学品安全专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立化工安全示范企业。作为
跨国化工公司和权威机构的沟通桥梁和平台，AICM 也将一如既往的致力于搭建沟通桥梁、分享先进
的化学品安全管理经验、树立积极的化工企业形象。

AICM 理事会主席朱戟先生与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王浩水先
生就战略性合作举行会谈

In Feb, 2019, AICM issued 2018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Report. The report summarized key activities, 
key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officially issued from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position papers submitted on 
behalf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t covers the scope of chemical management, Site HSE, food safety, auto 
materials, and E&E, Coating, Life science, Emission Trade System, etc. For report, please go to the link of. 

Acting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which also represents more common interest 
of members. Through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latform effect was improved. 

3 AICM issued 2018 IPAC Report

2018 年 2 月，AICM 发布 2018 产业政策促
进报告。涉及 2018 年开展的重大活动、国家发
布的重大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更新，以及 2018 
年 AICM 代表跨国企业提交的建议函。报告内容
涵盖化学品管理、作业场所环境、健康与安全、
食品安全、汽车材料、电子电器产品、涂料、生
命科学（化妆品和药用辅料）及碳排放等关注热
点。 链接地址可见：。  

AICM 代表会员公司的共同利益，长期致力
于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化学品及产
品应用领域的法规和标准体系，也在此过程中，
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和各行业协会的广泛交流，建
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并使平台效应得到了不断
地加强与完善。

AICM 发 布 2018 产 业 政 策 促
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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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 2 月 14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与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化学品处座谈，
就《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及管控条例》( 征求意见稿）进行充分交流。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
徐琨女士及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参加会议。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联席主席万文君女士及赵宇博士主
持会议并就跨国企业所关注议题进行充分讨论。 共有来自 30 多家跨国企业 40 余位代表参加此次会
议及相关内容的讨论。

AICM had a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MEE Officials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Measurers (draft)

On Feb. 14th, 2019, AICM organized a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MEE officials specially to review the 
draft Regulation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Measurers. IPAC Chair Ms. Karin XU 
and IPAC Deputy Chair Mr. Bill ZHOU attended the meeting. Ms. EVA WAN and Dr. Zhao YU, Co-chair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committee, chaired the meeting and l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ncerned topics of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ies. About 40 participants from 30 
membership companies joined the meeting and discussions. 

AICM 与生态环境部就《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及管控条例》
( 征求意见稿）中关注问题进行座谈

On Feb. 20th,2 019, AICM Delegation, led by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visited NRCC 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s. Karin XU,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and Mr. Xie Dong,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hair joined the visit and relevant discussions. 
Vice Directors of National Registration Center for Chemicals, Mr. MU, Shanjun, and Ms. Guo,Xiuyun, 
welcomed AICM delegation. Duty staffs from General Department,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Nuo Cheng joined the meeting. 

All well exchanged on the updates of both parties and concerned topics especially on hazardous chemical 
registr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concerned topic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t regulatory 
compliance. The next step of using information, digital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 of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were discussed. Both parties reviewed previous activities during 
the past years and discussed on an in-depth collaboration module o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ICM Visited NRCC of MEM and Had a Meeting on Concerned 
Topic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5

2019 年 2 月 20 日下午，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等一行 7 人来化
学品登记中心交流。登记中心副主任牟善军、郭秀云，登记中心综合处、登记处、鉴别分类部、应
急响应部以及诺诚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双方介绍了 2018 年业务进展情况以及沟通了各自领域新形势新变化，对下一步采用信息化、数
字化和大数据技术解决化学品安全管理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并重点对危险化学品登记、化学品危
险性鉴定分类、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培训及研讨会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探讨了下一步化学
品安全管理合作事宜。

AICM 拜访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化品管理关注
问题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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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Joined the Meeting 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Response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On Feb. 26th,2019, AICM joined the meeting 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Response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Supervision, 
Mr. XU, Shaodou, chaired the meeting. Direc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Supervision, Mr. SUN, Guangyu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s. The meeting intends to 
exchange with industry delegations on the trend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productions in 2018 and 
deliver the key priorities in 2019. 

Director SUN indicated that industry associations are playing important role at improv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The target goal shall be major hazard installations and major accident 
prevention for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industry. It can facilitate the safe development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with synergetic efforts of chemical industry 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introduction of chemical professionals, and advance technology, etc. 

AICM will continue to introduce the most advanced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t global scale, further build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2019 年 2 月 26 日上午，AICM 代表应邀参加 2019 年应急管理部化工行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工作座谈会。危险化学品监管司孙广宇司长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由危险化学品监管司副司长徐少斗
先生主持。会议旨在与行业代表就 2018 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进行通报，并就 2019 年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重点工作进行介绍。

孙司长指出：2019 年要凝心聚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过程中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较大事故，推动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通过法规和标准
的不断完善、化工人才培养以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分享，助力化工行业的安全发展。

作为跨国化工公司和权威机构的沟通桥梁和平台，AICM 也将一如既往的致力于搭建沟通桥梁、
分享先进的化学品安全管理经验、树立积极的化工企业形象。

AICM 应邀参加应急管理部 2019 年化工行业危化品安全生产工
作座谈会

6 7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s 
round table meeting

On Mar. 5th, 2019,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s round table meeting in 
Dow Chemical Office in Shanghai. There are 18 representatives from 11 member companies to join in this 
meeting. Mr. Bill Zhou, as IPAC deputy chair, attended and gave an opening speech. 

We invited Dr. Rongfang Chen to discuss with all participants i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who is standard 
drafter and key experts in national standard council. Mr. Sam Bian,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hair, 
review standard text and positive list together with Dr. Chen, and shared our suggestions from member 
companies. Through deeply communication with key stake holders, we hope to promote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so as to raise members’ interests and AICM platform role. 

2019 年 3 月 5 日， AICM 在陶氏化学上海办公室组织了食品接触树脂标准修订专家研讨会。会
议共有来自 11 家会员公司的 18 名代表参加。IPAC 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参加会议并致欢迎词。

我们邀请了标委会专家和标准起草人陈蓉芳博士与会员公司代表讨论标准技术要求和内容。食
品安全分委会卞华松博士汇报了标准文本和正面清单，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与专家的
深入交流促进更科学更有效的标准制定，从而体现会员公司利益和 AICM 平台作用。

AICM 组织食品接触树脂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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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 6th, 2019, AICM attended MIIT electrical electronics products pollution prevention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annual meeting in Nanjing, as working group member. 120 participants from working group 
attended this meeting. Ms. Jiuni Shu,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 co-chair and Mr. Libin Huo, 
IPAC manager,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on behalf of AICM. 

Mr. Weibing Xing, as working group leader, delivered a work summary report in 2018. Working group 
secretariat shared standards development, new members and working plan in 2019. 3 member companies 
of working group gave speeches 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experience of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lectrical electronics product. The working group also shar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IEC and 
standardization trends. As representative of member companies, AICM will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 in 
various activities and keep monitoring regulations trends and information.

AICM attended MIIT Electrical Electronics Products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Annual Meeting

8

AICM 参加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全体会议

2019 年 3 月 6 日，AICM 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全体会议。
会议有来自工作组成员单位的 120 名代表参加。功能化学品分委会联合主席舒九妮女士和产业政策
促进委员会经理霍立彬先生代表 AICM 参加会议。

工作组领导邢卫兵先生向大会做了 2018 年工作总结报告。工作组秘书处汇报了去年标准工作
的进展，新加入成员情况和 2019 年工作计划。工作组的 3 家成员单位分享了各企业的电器电子产
品有害物质管控经验。同时，工作组还分享了与 IEC 组织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化趋势。作为会员
公司的代表，AICM 将继续参加工作组各项活动，持续关注法规的趋势和信息。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 March 14th, 2019, AICM hosted IPAC General Meeting in 
Shanghai.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briefed the 
antitrust code and chaired the morning session. AICM Board 
Directors, Mr. Mingcheng Chien （President of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Mr. Fernando Vallina (Lead Country Manager – China)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gave the speeches. Mr. Chien indicated 
that with high involvement of member participation (>90%) in 
IPAC activities led by IPAC's leadership, IPAC's core value were 
well acknowledged by the board and member companies. It fully 
addressed members' common interest, emerging issues and specific 
concerns on chemical management. The Influence power and 
global visibility in field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were enhanced. It 
also caught up with new issues at plastics, etc. Extensive dialogues 
were channeled through the platform with policy makers in 2018. 
The priorities were settled on those subjects with highest impact to 
members and upon member's needs. 

9

2019 年 3 月 14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上海成功举行了 2018 年度会议，共
有来自 40 余家会员公司的近 80 位代表参与了大会。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到会并介绍了反竞争
法并亲自主持会议。AICM 理事会成员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顾问理事朗盛亚太区总裁钱明诚先生与埃
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立帆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钱明诚先生指出：产业政策促
进委员会会员公司的参与度高达 90% 以上，其核心价值受到了董事会及会员公司的高度认可，在化
学品管理方面能够全面反映会员公司普遍关注问题、并积极回应紧急事务及特定需求，提高了在食
品接触材料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也密切关注与塑料相关的重大法规进展。2018 年度组织了多场与政
策制定者的沟通交流会。2019 年根据会员公司的需求进一步调整了工作重点。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 2018 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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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28th, 2019, the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utomobile Material (Xiqing)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ianjin. As the main supporter of the Forum, AICM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um. The 
Forum took "Innovative materials lead new opportunities for automotive development" as the subject, 
inviting nearly 12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leader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media representatives etc.. The forum mainly focused on the automobile and 
material macropolicy trends, green supply chain establishment, and green technology solutions to expend 
communications.

AICM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utomotive policy and application, and have supported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even years, and shared the progress of chemical manufacturers on product 
compliance, databas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and expressed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upply chain of automobil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to member compan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ownstream 
enterprises so a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AICM member company, Dupont and Polyplastics made respectively speeches in Parallel session 3 
“Material forward development” and Parallel session 4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Furthermore, 
AICM member companies including BASF, Covestro, DuPont, Evonik, ExxonMobil, Polyplastics and SABIC 
etc., all together attended the Forum.

AICM Continuously Supported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utomobile Material and Strongly Promote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ulation Exchanges In the Supply Chain

10 AICM 继续支持车用材料国际论坛，积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法
规交流

2019 年 3 月 28 日，2019 中国车用材料（西青）国际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作为会议的主要支
持单位，AICM 受邀参加会议。本次大会以“创新材料引领汽车发展新机遇”为主题，邀请了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政府，工信部节能司，国家认监委等领导，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工程院等国内外资深行业专
家学者，多家行业企业代表等 1200 人参会，会议重点围绕汽车与材料宏观政策趋势、绿色供应链构建、
绿色技术解决方案等展开交流。

    AICM 非常重视车用材料方面的政策与应用，今年是第七年连续支持中国汽车研发中心主办的
这一年度汽车材料国际盛会，通过会议分享国内外汽车制造相关化学品制造商在产品合规、材料创
新及相关数据管理方面的最新进展，并积极推广为汽车产业供应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具体举措
及经验。

今年 AICM 会员公司杜邦和宝理塑料作为行业代表在新能源材料分会场和材料正向开发分会场
分别做了主题演讲。同时来自巴斯夫、科思创、杜邦、赢创、埃克森美孚、宝理塑料和沙伯基础工
业等十余名会员公司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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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Panel Meeting on Hazardous Chemicals was held On April 3, 2018. AICM 
delegation, as the committee expert member, participated in the panel meeting and reviewed the 
standards with 30 officials and expert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The drafted standards on chem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racking tools were reviewed in the meeting.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of industry with officials and technical expert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12

2019 年 4 月 3 日，AICM 代表参加了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作为第三届
危险化学品标委会专家委员，AICM 代表与来自各相关权威机构的近 30 位专家学者一起对相关标准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专家们一起就新送审的化学品信息沟通、电子标签及追溯等系列标准进行
了讨论和进一步完善。

AICM 多年以来长期致力于危险化学品法规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
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参加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

On Mar. 29th, 2019, AICM attended 2nd food contact migration test standard revision review meeting in 
Beijing. The meeting invited a total of 25 experts from national standard council, project team, AICM and 
companies representatives. AICM organized 5 representatives from 4 member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project team reported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revision suggestions, 
and put forward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experiment. All experts together 
discussed the resultes carefully and made suggestions for the next step works.

AICM attended 2nd food contact migration test standard 
revision review meeting

11

2019 年 3 月 29 日，AICM 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标准修订第二次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标委会的专家，项目组承担项目的各单位及协会和企业代表共 25 人参加。AICM 组织 4
家会员公司的 5 名代表参加讨论。会议由承担项目的各单位汇报目前的研究结果和修订建议，并提
出了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专家组仔细讨论各项研究结果，对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提出了建议。

AICM 参加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标准修订第二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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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IPAC Delegation Joined the Seminar on 
Regulatory Review Organized by MOT

AICM IPAC Delegation Ms. Ann HO joined seminar on regulations for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invit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The meeting i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key concerned subjects at draft 
Management Measurers for Road Transport Safety of Dangerous Goods. AICM representatives addressed 
the concerned subjects of members to all participants and it is further welcomed by industry.

By adopting those series of standards of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oad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JT-
T617.1-7-2018 at MOT, it resolved main concern on regulatory status of two standards "Excep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GB28644.1)" and ""Limi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 (GB28644.2)", it can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at national level at road 
transportation.

14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总监何燕女士及企业代表近期应邀参加交通运输部关于《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行业反馈意见研讨会，并就企业关注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充分
的沟通。会中就 AICM 代表及所属公司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办法》草案对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等相关标准的法规引用以及着力解决执行层面所引起的困
境问题受到了跨国化工企业的普遍欢迎。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参加交通运输部行业代表法
规研讨会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Exchanged with MEE Chief 
Leader of Department of Laws and Standards on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recently communicated with the chief lead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aws and standards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of 
concern to multinational chemical enterprises. IPAC Director Ms. Ann HO joined the discussion.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fe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sed on concern in the industry about the severe situation caused by recent 
accidents in chemical enterprises.

AICM, representing multinational chemical enterprises,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 responsible care in China. With contributive rol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 management acknowledged, IPAC of AICM will continue to introduce the most advanced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t global scale, further build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13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近期就跨国化工企业所关注的环境保护相关问题与生态环境部法规标
准司主要领导进行了交流，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总监何燕女士参加了讨论。基于行业内对近期以来
连续发生的化工企业事故所造成的严峻形势的关切，双方就涉及环保、安全、化学品环境管理以及
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了沟通。

AICM 作为跨国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和践行责任关怀，长期致力于化
学品管理法规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也受到了各方广泛的认可。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也将一如既往的
为企业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与生态环境部主要领导就环保关
注问题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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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r. 16th, 2019,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coating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 round table meeting in 
AICM Beijing office. We invited Dr. Zhaohui Wang, standard drafter from Beijing pharmaceutical packaging 
material inspection institute, together to discuss standard management and ideas with members. 6 
representatives from 6 members join in this meeting. 

All participants mainly discussed food contact coating standard scope, positive list and implementation. 
Both sides hope to have further discussions on standard revision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ICM will continue to keep close touch in food contact 
related standards drafting and revision.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Coating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 round tabl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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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组织食品接触涂料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AICM 在北京办公室组织召开食品接触涂料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我们邀请
了标准起草人北京药品包装材料检验所的王朝晖博士与会员公司代表面对面讨论标准的管理和修订
想法。来自 6 家的 6 位代表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主要讨论了食品接触涂料标准适用范围，正面清单和实施等问题。双方都希望在标准
修订方面有更多的讨论，并且与各国家和区域监管部门加强国际沟通。AICM 一如既往继续紧密跟
踪食品接触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b-
Committee Meeting

On April 24th,2019, IPAC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b-committee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sub-
committee meeting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with great support from Covestro and DOW.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current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n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osmetics and the 
filing process of cosmetics ingredients together with Pharma, API, excipients and packaging, and medical 
devices. Mr. Wells XIE,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e meeting.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s, newly 30 
participants from 20 more companies exchanged on key issues existed in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f above 
concerned subject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of industry with officials and technical expert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16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科思创和陶氏公司的支持下，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生命科学分委会
在北京和上海召开分委会会议。此次会议旨在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及化妆品原料的备案
管理进行研究，并就会员公司普遍关注的原料药管理、药品包装材料、辅料以及医疗器械等相关内
容的法规修订进展及关注进行分组讨论，并就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沟通。分委会主席谢巍先生主持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 20 余家公司的近 30 位代表参与各工作组讨论，给出建设性意见。

AICM 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
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生命科学应用分委会会议



AICM

 28  292019 IPAC Report  2019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产
业
政
策
促
进
委
员
会
重
大
活
动

IPAC Key Activities 2019  |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重大活动

On May. 5th, 2019, AICM organized food related products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round table 
meeting in SABIC Shanghai office. We invited Ms. Nannan Zang, chief of food related product department 
of SMAR and Dr. Zhaohui Wang, standard drafter from Beijing pharmaceutical packaging material inspection 
institute, together to discuss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with members. 9 representatives 
from 8 members join in this meeting. 

All participants mainly discussed food related products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ICM members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QS certification training for auditors 
and enterprises, food related produc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channel with EU, US and Japan. Both sides 
hope to have close communication on standard revision and supervision measures. AICM will continue to 
keep close touch in food related products department of SMAR, and timely provide our concerns of raw 
materials manufactures.

AICM Organized Food Related Products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Round Table Meeting

2019 年 5 月 5 日，AICM 在 SABIC 上海办公室组织召开食品相关产品监督实施讨论会。我们邀
请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相关产品处臧南南处长和北京药品包装材料检验所的王朝晖博士与会员公司
代表面对面讨论标准的实施和监管想法。来自 8 家的 9 位代表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主要讨论了食品相关产品标准监督实施，国内外合作交流等问题。AICM 会员公司对
QS 审核员和企业的培训、管理体制和美国、欧盟及日本沟通渠道等。双方都希望在标准修订和监管
方面有更紧密的沟通。AICM 将一如既往于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相关产品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反馈原
材料厂商的共同关注。

17

AICM 组织食品相关产品监督实施讨论会

On May 13,2019, Mitsui Delegation, led by Nobuyuki Kawashima-San, Senior Managing Executive Officer 
and ICCA Chief Coordinator, visited AICM's office in Beijing.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welcomed the visit of Mitsui delegation and introduced the 
upcoming activities in 2019. IPAC delegation Ms. Ann HO and Mr. Libin HUO joined discussions. All 
participants well exchanged on series of policies especially since accident caused by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storage of hazardous waste. Further perspective on emission trade system was discussed at meeting. 
With years' membership of AICM, Mitsui chemicals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with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which also represents more common interest of members. Through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latform effect was improved. 

Mitsui Delegation and ICCA Chamber Chief Mr. Kawashima 
visited AICM

2019 年 5 月 13 日，三井化学总裁助理及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室长川岛信之先生一行
拜访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代表 AICM 对川岛先生一行表示欢迎，并向与会嘉宾介绍了 2019 年即将开
展的重大活动。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何燕女士及霍立彬先生参加此次会议。与会嘉宾就今年一
系列发生在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储存事故以来化工行业对各地区所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表示了关
切，并就化工行业在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的进展进行了交流。作为 AICM 多年的会员，三井化学以其
专业性及丰富的经验长期致力于化工行业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AICM 代表会员公司的共同利益，长
期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化学品法规和标准体系，也在此过程中，通过与政策制
定者和各行业协会的广泛交流，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并使平台效应得到了不断地加强与完善。

18

三井化学总裁助理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室长川岛信
之先生一行拜访 A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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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15, 2019, AICM IPAC Delegation visited the MEM-NRCC chemical registration center for hazardous 
chemical warehousing. Since a series of accidents happened i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hazardous 
waste storage this year, AICM executives and its member companie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industrial parks successively issued by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vited by by chemical registration center of MEM,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ducted 
thorough research on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dangerous chemicals and hazardous waste storage 
and difficulties, and clearly put forwar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demand for dangerous chemicals, 
hierarchical storage management advice shall b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classified categor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gulatory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representatives of AICM industry policy promotion committee communicated with 
leaders and principals of relevant business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so on, on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ncerns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warehous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9 年 5 月 15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就危险化学品仓储事宜拜访应急管理部化学
品登记中心。自今年一系列发生在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储存事故以来，AICM 高层及所属会员公司
持续关注各省及地区陆续出台涉及危险化学品及产业园区的相关政策。此次受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
记中心委托，就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储存的法规政策及企业困境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明确提出在
充分考虑企业对于危险化学品的实际需求基础上，根据危险性类别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分级仓储管
理的建议，以期各管理部门在相关政策制修订过程中给予关注。

在此期间，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与工业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等相关业务部门主管领
导和负责人分别就企业对于危险化学品仓储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及关注问题所形成的调研报告进行了
沟通。

AICM IPAC Delegation Visited MEM-NRCC and Discussed 
with Duty Department of MIIT and MEM on Industry 
Hazardous Chemicals Warehousing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就危险化学品仓储事宜拜访应急
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调研报告与应急管理部及工业信
息化部主管司局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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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16, 2019, AICM IPAC Delegation, led by Ms. Karin XU, Chair of IPAC, visited Mr. Lin Zhenyu,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dangerous goods sub-committee of China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association 
on hazardous chemicals storage. The two parties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grim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successive accidents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nd communicated on 
the progress of the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of relevant standards. The AICM industrial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will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ssues related to hazardous chemicals warehousing and look 
forward to full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and demands of the industry.

AICM IPAC Delegation Visited China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Association on Hazardous Chemicals 
Warehousing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徐琨主席的带领下，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就危险化学品仓储事
宜拜访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危险品分委会副秘书长林震宇先生。双方就今年以来连续发生的化工企
业事故所造成的严峻形势表示了关切，并就相关标准的制修订进展进行了沟通。AICM 产业政策促进
委员会也将密切关注危险化学品仓储相关事宜，期待各方对于行业的困境与诉求给予充分关注。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就危险化学品仓储事宜拜访中
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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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22-24th, 2019, AICM actively supported 1st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 health forum in Jinan. This 
forum invited NHC, SAMR, academicians, famous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to jointly focu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od safety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ICM, as 
a supporter, attend this meeting with involving more than 10 representatives from 8 members. 

The Forum invited 8 academicians to make special reports on China's food processing risks, big data 
pesticide residues, the nutrition health combin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market supervision 
status and prospect, which mad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and inventory of the whole food and nutrition 
health industry. The forum set up four topics, namely, food additives, food-related products, food pollutants 
and food safety risk process control. Each topic session shared the latest regulatory progress,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The content is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d 
it is very instructive and inspiring to industry enterprise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terial manufacturers, AICM and membe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in China,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ood safety risks.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AICM influence 
on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continue to play the role of bridge and speak out for member companies, 
and bring greater promotion and progress to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laws and 
standards.

AICM Actively Supported 1st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 
Health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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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2-24 日，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论坛在山东济南市召开。本届大会邀请国家
卫生健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位领导和食品安全领域的院士、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代表，
共同聚焦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学术方向进行交流。AICM 作为支持单位，共有 8 家会
员公司的十多位同事参加。

会议邀请了 8 位院士高屋建瓴地就中国食品加工风险、大数据农药残留、中西结合营养健康和
市场监管现状展望等方面做了特邀报告，对整个食品和营养健康行业做了全面的总结和盘点。随后
会议设置四个专题研讨，分别是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污染物和食品安全风险过程控制。
每个专题均有政策制定者分享最新法规进展，前沿研究情况和行业企业的实践经验，内容全面且深入，
对行业企业指导性和启发性都很强。

AICM 作为材料厂商的代表，十分关注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管，在食品安
全的风险防控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将继续在全产业链上提升 AICM 影响力，借助
平台优势持续为会员公司发声，发挥桥梁连结作用，为我国法规标准制定及实施带来更大的推动和
进步。

AICM 积极支持第一届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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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9-30 日，AICM 代表团在北京参加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召开的 2019 食品
接触材料专家讨论会议。会议邀请了政府专家、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参加，讨论确定中国食品安全
标准体系管理方向，以及塑料、涂料、橡胶等标准下一步工作的修订任务。AICM 组织了来自 6 个会
员公司的 7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博士介绍了目前标准体系的重点难点问题和解决方
案，与会专家就管理方向和解决方案进行了充分研讨，下一步将由秘书处进一步整理并继续研究确定。
随后各标准修订起草老师汇报了目前各材质标准修订工作进展，并提出了几个关键技术问题供专家
讨论。AICM 将继续紧密与评估中心和起草老师合作，支持标准修订工作。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Experts Review 
Round Table Meeting

22

On May. 29-30th, 2019, AICM delegation attend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experts review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The meeting invited government expert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to discuss and determine the manage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vision task of food contact plastic, paint, rubber standards. AICM organized seven representatives from 
six member companies to attend the meeting.

Dr. Zhu lei, national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center, first introduced the key and difficult problem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of the current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discussed the 
management direction and solutions. The next step will be further sorted out and determined by the 
secretariat. Subsequently, the drafting experts reported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standards revision, and 
proposed several key technical issues for experts to discuss. AICM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CFSA 
and drafting experts to support the revision of standards.

AICM 代表团参加 2019 食品接触材料专家讨论会议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Ms. Beryl MA, recently held a meeting on future cooperation with vice director 
Ms. HU, Yuho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enter 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Both parties exchanged on the production safety issues concerned by multinational chemical enterprises 
and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ep participation of experts from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roduction safety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s. Ann 
HO, IPAC Director,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main project leaders of the center. Considering 
accidents early in 2019, all well exchanged on regulatory issues on safety management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ponsible ca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future.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Ms. Beryl MA, had A Meeting 
with Ms. Hu, Yuhong, Vice Director of NCICS on Future 
Cooperation

23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近期与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胡予红副主任就未来合作事宜举
行座谈。双方就跨国化工企业所关注的安全生产问题及如何充分发挥跨国企业的专家在危化品及安
全生产风险防控等专业领域的深入参与进行了探讨。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总监何燕女士与中心主要
项目负责人参加了讨论。基于行业内对近期以来连续发生的化工企业事故所造成的严峻形势的关切，
双方就涉及安全、危化品安全管理以及风险防控、可持续发展、责任关怀倡导及国际合作交流及会
议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以期在未来加强双方在上述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AICM 作为跨国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和践行责任关怀，长期致力于
化学品管理法规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也受到了各方广泛的认可。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也将一如既往
的为企业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与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就
合作事宜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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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ne 27th,2019,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held workshop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The meeting is intended to 
get an overall overview on the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especial ly on storage, 
operation license, registr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tc. And concerned points at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revision 
of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to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were exchanged 
at meeting. AICM's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9 
on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were introduced at meeting. 

Mr. Bill ZHOU, IPAC Deputy Chair, chaired the 
meeting.  Duty person from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Division of MEM joined the meeting and 
introduced the focus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he experts 
from national chemical registration center of MEM, 
shanghai safety bureau and China Chemical Safety 
Association introduced the most updated status on 
the special safety supervision, operation licensing 

AICM Held Workshop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24

2019 年 6 月 27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召开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题研讨会。此次会议
旨在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涉及仓储、经营许可、登记、鉴别分类等具体要求进行全面梳理，并就
跨国化工企业在危险化学品仓储及《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的制修订过程中重
点关注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并就 2019 年 AICM 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涉及环保、安全、产业创新等关切
问题进行介绍。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周纪标先生主持会议。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司主要负责
同志到会并对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及储存的重点管理要求进行了介绍。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
中心、上海应急管理局和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各位领导和专家就危险化学品专项督查情况、及经营
许可等具体要求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来自 EHS、合规、产品注册、物流仓储运输等相关领域的行
业专家代表进行了充分的分享与交流。共有来自近 40 家跨国公司的近 50 位专家代表参与了此次专
题研讨，与会专家基于前期行业调研的情况给出建设性意见。

   AICM 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
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题
研讨会

system, the regulatory development related issues. 
All industry experts from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field of EHS, regulatory compliance, product 
stewardship, logistics, had very fruitful discussions,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were exchanged at 
meeting based on the previous industry survey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On June 28th,2019, IPAC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b-committee of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workshop on cosmetics ingredients management in Shanghai. The meeting wa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current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n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osmetics and the filing process of 
cosmetics ingredients of non-high risk. Duty person from Cosmetics Safe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NMPA joined the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Mr. Wells XIE,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e meeting.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s, newly 30 participants from 20 more companies exchanged on key issues 
existed in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f above concerned subjects. The sub-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work 
ou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ccordingly.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Workshop on Cosmetics 
Ingredients Management

25

2019 年 6 月 28 日，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生命科学分委会在上海召开化妆品原料管理法规
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及非高风险化妆品新原料的备案管理进行研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监督管理司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并参加了广泛的讨论，并就下一步工作计
划进行沟通。分委会主席谢巍先生主持此次会议。共有来自 20 余家公司的近 30 位代表参与前期工
作组讨论及现场会议，给出建设性意见。

   AICM 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
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化妆品原料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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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4 日，AICM 拜访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博士，共有来自 7 家会员公司
的 7 位代表参加此次拜访。我们就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进行了集中地交流
和讨论。AICM 将继续对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与中心继续紧密合作，积极支持相关讨论和反馈意见，希
望能使得标准更具操作性和影响力。

AICM Visited China National Center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26

On July 4th, 2019, AICM visited Dr. Lei ZHU of China National Center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7 representatives from 7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e visit. We had a centralized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on the feedbacks of the draft version of food contact adhesives standards. All participants hope 
to work closely, strengthen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 views for standard operability and influence.

AICM 拜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博士

2019 年 7 月 9 日，工信部电子电器产品符合性评价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共有来自电子
电器标准工作组成员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来自 AICM4 家会员公司的 5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解读了中国电器电子产品合格评定制度实施意见，电器电子行业应对 RoHS 相关法规
实践与产品的符合性评价方法，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实践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为行业真正实
施中国 RoHS 提供了全景和操作方法。

AICM Attended 2019 MIIT Training Workshop on Conform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Products

27

On July 9th, 2019, MIIT training workshop on conform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held in Beijing. The meeting had more than 100 participations from MIIT electrical electronics 
standard working group. 5 representatives from 4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is meeting. 

The meeting shared on implementation document of the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in China, China RoHS practice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method, and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rol practice sharing. All participants fully discussed these topics and get overall status and 
solutions in electrical electronics filed.

AICM 参加 2019 工信部电子电器产品符合性评价宣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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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17th, 2019, AICM IPAC site HSE sub-committee organized a working meeting in Shanghai. The 
meeting was hosted by Mr. Yang Cao, chair of Site HSE sub-committee. 16 representatives from 12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e meeting. Firstly, Mr. Yang Cao shared fire protection law latest revision updates. 
And then all colleagues discussed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inspection, and Jiangsu provi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documents. Finally, the meeting collected member concerned topics in the 
whole year to support annual Site HSE regulation workshop.

AICM Organized Site HSE Sub-committee Meeting28

2019 年 7 月 17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厂区 HSE 分委会在上海召开了分委会工作会议。
会议由分委会主席曹阳先生主持，共有来自 12 家会员公司的 16 位同事参加了讨论。会议首先由曹
阳先生分享了消防法最新修订进展，然后与会同事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和江苏省应急部门的文件进
行了讨论。最后分委会就年底的年度法规会议议题向大家征集了意见。

AICM 举办厂区 SHE 分委会工作会议

On July 25th,2019, AICM and CFSA success fully held Review Meeting on Application of QSAR and Read-
Across in Risk Assessment. Duty department heads of CFSA and Deputy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of AICM joined the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The experts from CFSA and scientists of 
AICM in field of toxicology, eco-toxicological and risk assessments reviewed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its main contents and specific case studies, and gav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priorities of the next 
step.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AICM&CFSA Organized Review Meeting on Application of QSAR 
and Read-Across in Field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29

2019 年 7 月 25 日，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
QSAR 及交叉参照在风险评估中应用研讨会。中心主要业务部门领导及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
主席周纪标先生到会并参与相关讨论。来自毒理学、生态毒理学及风险评估工作组及风险评估中心
的专家对项目进展、主要内容及具体的案例研究做了充分的研讨，并对下一步工作重点给出建设性
意见。

   AICM 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
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联合举办 QSAR 及交叉参照
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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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30 日，AICM 成品油及润滑油小组在北京组织标准圆桌讨论会。会议共有来自 5 家
会员公司的 8 位同事参加。会议荣幸地邀请了石科院专家参加并与会员面对面交流。会员公司分享
了 API、ACEA 和 OEM 的介绍和趋势，以及汽油机油标准 (GB 11121) 修订的最新情况。以第一次圆桌
会议为契机，我们希望在成品油及润滑油的标准起草过程中加强沟通和参与，为行业做出贡献。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Petroleum Fuel & Lubricant 
Standards Round Table Meeting

30

On July 30th, 2019, AICM Petroleum fuel & lubricant taskforce organized a standard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8 representatives from 5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e meeting. The meeting invited RIPP 
expert to attend and exchange with members face to face. Our member shared introduction and trend of 
API, ACEA and OEM, and updates  on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of gasoline engine oils (GB 11121). Based on 
the first round table meeting, we hope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fuel and lubricant 
standard drafting process, and provide our contributions to industry.

AICM 成功举办成品油及润滑油小组圆桌讨论会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Visited AICM on 
2019 White Paper & Future Collaborations

On August 1st, 2019, Mr. Yoshikaza Kobayashi San, as Group Leader of Chemical Section of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visited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of AICM and IPAC representatives 
of mutual parties joined meeting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Ms. Beryl MA, on behalf of AICM, welcomes the visit of representatives of Japanese chamber, expressed 
gratitude for sharing contents in the White Paper 2019. The chemical industrial part was well exchanged,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hemical management in China, hot topics and the regulatory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highly concerned topics at chemical management,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and VOC reduction issues were discussed carefully each other. The hot topics, 
such as marine litter and Chinese regulations systematization, were touched at meeting. AICM actively 
communicated with members, coordinated with relate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like Japanese Chamber, to 
play significant roles as a platform for industry.

31

2019 年 8 月 1 日， 中国日本商会化学工作组组长及三菱化学控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林義和先生一行 6 人来访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谈。

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对日本商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对就近期即将出版的 2019 年的白皮书与
AICM 进行分享和沟通表示感谢。日本商会同事主要介绍了工业化学品部分中在环境保护、化学品管
理、热点问题的关注。双方也就共同关注的化学品管理、危废处置、削减 VOC 政策等话题进行了仔
细地沟通。同时，双方也对近期热点如海洋塑料问题、中国法规系统化问题进行了讨论。AICM 积极
与会员沟通，保持与如日本商会等各相关行业机构的紧密合作，为产业界继续起到重要的平台作用。

日本商会来访 AICM 并就 2018 白皮书和深化合作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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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4 日， AICM 在巴斯夫上海办公室组织了食品接触树脂标准修订专家研讨会。会议
共有来自 13 家会员公司的 13 名代表参加。我们邀请了标委会专家和标准起草人陈蓉芳博士与会员
公司代表讨论标准技术要求和内容。食品安全分委会卞华松博士汇报了标准文本和正面清单，提出
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与专家的深入交流促进更科学更有效的标准制定，从而体现会员公司
利益和 AICM 平台作用。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s 
round table meeting

32

On Aug. 14th, 2019, AICM organized food contact resin standard revision experts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ASF Office in Shanghai. There are 13 representatives from 13 member companies to join in this meeting. 
We invited Dr. Rongfang Chen to discuss with all participants i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who is standard 
drafter and key experts in national standard council. Mr. Sam Bian,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hair, review 
standard text and positive list together with Dr. Chen, and shared our suggestions from member companies. 
Through deeply communication with key stake holders, we hope to promote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so as to raise members’ interests and AICM platform role. 

AICM 组织食品接触树脂标准修订专家讨论会

2019 年 8 月 22 日，DPTC 食品接触涂料和橡胶制品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研讨在常州成功召开。
会议共有来自产业的 100 多人参加，AICM 会员公司派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从原料厂商角度
探讨食品接触用涂料、陶瓷、橡胶和硅橡胶合规策略经验进行了分享。作为 DPTC 长期合作伙伴，
AICM 积极支持研讨会，会议聚焦行业企业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组织各方专家一起讨论交流，为行业
合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标准顺利实施。

AICM Supported 2019 DPTC Food Contact Coating and 
Rubber Prod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Workshop

33

On Aug. 22nd, 2019, AICM IPAC supported 2019 DPTC Food Contact Coating and Rubber Prod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Workshop in Changzhou. The meeting involved in about 100 participations, and AICM 
members’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e meeting invited industrial experts to share compliance and quality control of food contact coating, 
rubber, ceramics and silic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w material manufacturers. As a long-term partner 
of DPTC, AICM actively supports the workshop. The meeting focused on food contact material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that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re most concerned, organized experts from industry to 
discuss and exchange, provided a good platform for compliance practices in the industry, and promoted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AICM 支持 DPTC 食品接触涂料和橡胶制品生产工艺和质量控
制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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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as held in Shenyang on 
August 26-28th,2019. The meeting was organized by Special committee of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under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s. Karin, XU, Chair of IPAC and Mr. Bill ZHOU, Deputy 
Chair of IPAC, attended the meeting with more than 30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ies.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meeting is chemical risk management, from science to policy development. It 
covers the topics of policy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risk management, exposure to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nd new methodologies of risk assessment. AICM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committee had a joint workshop 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exchanged on the hot topics concerned by 
industry.

AICM, representing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ies, i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and promoting 
responsible care and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management for years. The contributive roles 
are acknowledged by all parties.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AICM Supported 2019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Held Regional 
Workshop

34

2019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大会于 8 月 26 日 -28 日在沈阳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环境学会化学
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主办，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副主席周纪标先生携手
三十余家跨国企业参加此次盛会。

本届次会议主题为：化学品风险管理，从科学到决策，共有涉及化学品风险管理政策及趋势、
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暴露和风险评估新技术等六个主题会议。AICM 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及化学品环
境管理分委会在会议期间联手组织区域间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专题研讨会，就日本、韩国、台湾等
化学品管理法规进展及风险评估流程及技术要求进行交流，并就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AICM 作为跨国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和践行责任关怀，长期致力于
化学品管理法规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也受到了各方广泛的认可。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也将一如既往
的为企业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化学品风险管理 - 从科学到决策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协助举办 2019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
控大会并组织区域间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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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ICM IPAC Chair Ms. Karin XU Communicated with Mr. Geert 
Dancet,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Union 
Chemicals Agency (ECHA)

2019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as held in Shenyang on 
August 26-28th,2019. Ms. Karin, XU, IPAC Chair, communicated with Mr. Geert Dancet,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Agency (ECHA) during the period. They had known quite well at the leadership 
of ECHA and exchanged on the chemical manage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meeting in Shenyang, Karin 
introduced the contributive role and main scope of IPAC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ience-and 
risk-based regulation and standard system. Both are looking forward to future exchanges. 

 2019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大会于 8 月 26 日 -28 日在沈阳召开。与会期间，AICM 产业政策促进
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与欧盟化学品管理署（ECHA）前执行主席现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秘书长 Geert 
Dancet 先生亲切交谈。Dancet 博士在领导 ECHA 时，徐女士已经认识他，并与他就中国化学品管理
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沟通，这次沈阳会议，徐琨女士介绍了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化学品管理
方向及积极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所做的主要工作。双方共同期待后续
更多的沟通与交流。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与欧盟化学品管理署
（ECHA）前执行主席 Geert Dancet 先生交流

36 AICM IPAC Deputy Chair Mr. Bill ZHOU Attended 2019 Forum 
of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by NCICS and Presented 
Process safety Risk Matrix & Safeguard Measures

On September 19, 2019,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Ceremony of Work Safety Expert Group of Foreign 
Enterprises of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enter (NCICS) held a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Shanghai. The meeting aims to discuss safety, heal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uphol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level of safe production, and carry out a special discussion o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idden 
risk management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AICM IPAC Deputy Chair Mr. Bill ZHOU, Asia Pacific North Regional ESHQ Director, Evonik, attended the 
Forum and exchanged with all participants on Process safety Risk Matrix & Safeguard Measures. The 
process safety risk has the different level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its possibility and severity, for all the 
unacceptable level risk, necessary actions shall be taken to reduce it to the reasonable level.

2019 年 9 月 19 日，应急管理部在华外资企业安全生产专家工作组启动大会前期，国际合作交
流中心在沪召开可持续发展与管理创新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探讨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秉承
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并在化工企业风险防控与隐患治理方面
进行专题研讨。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参加此次会议，并就过程安全风险矩阵
及保护措施进行主题演讲。过程安全风险根据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可分为不同等级，对于所有不
可接受风险，应采取必要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水平。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参加 2019 可持续
发展与管理创新研讨会，并就过程安全风险矩阵及保护措施进
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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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ICM With Nearly 70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oined 
the First Batch of Work Safety Expert Group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a Under MEM

On Sep. 20th, 2019,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ad the ceremony for establishment of Work 
Safety Expert Group of Foreign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ICM delegation, IPAC Deputy Chair Mr. Bill ZHOU, 
Asia Pacific North Regional ESHQ Director, Evonik, attended event.

AICM, representing nearly 70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ies, i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and 
promoting responsible care and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management for years. Upon 
approval of board, AICM joined work safety expert group under MEM, which is to support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fields of production safety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It will focus on 
the key priorities of MEM and major work safety accidents by carrying out research, technical exchange,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other work in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system,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and joint development.

2019 年 9 月 20 日，应急管理部在华外资企业安全
生产专家工作组启动大会在沪召开。AICM 产业政策促
进委员会副主席德国赢创集团北亚区安全健康环保及
质量总监周纪标先生参加此次启动仪式。 

AICM 作为跨国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多年以来一
直致力于推广和践行责任关怀，长期致力于化学品管
理法规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也受到了各方广泛的认可。
经理事会决议，AICM 携近七十家跨国外企加入应急管
理部在华外资企业安全生产专家工作组，助力应急管
理、安全生产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家智库。此项
工作拟围绕应急管理部重点工作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在理论体系、法规标准、风险防控、科技装备等方面
开展课题研究、技术交流、专家咨询等工作，促进中
外最佳实践分享，携手共同发展。

AICM 携近七十家跨国外企加入应急管理部在华外资企业首批安
全生产专家工作组

2019 年 9 月 25 日，AICM 参加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的食品接触材料专家讨论会。
会议邀请了政府专家、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参加，讨论确定标准下一步工作方向。AICM 组织了来自
6 个会员公司的 7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博士介绍了目前
的工作进展，解读了目前征求意见情况，并提出了几个关键技术问题供专家讨论。与会专家就标准
的管理模式、提交物质要求和后续实操工作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会议确定中心将此次会议结果
向卫健委进行汇报，行业企业对符合技术要求的物质进行材料准备。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Expert 
Review Meeting

38

On Sep. 25th, 2019,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expert review meeting organized by 
CFSA in Beijing. The meeting invited governmental experts, industrial association and companies together 
to discuss standard further revision. AICM organized 7 representatives from 6 members to join. Firstly, CFSA 
reported standard work status, interpreted draft version and proposed som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for 
discussions. All participants have a lively discussion on these key problems including of management model, 
substance list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e issues. The meeting aligned that CFSA will report this meeting 
summary to NHC, and industry and companies prepare substance inpu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AICM 参加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专家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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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16th, 2019, AICM organized new chemical order 7 and guideline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The 
meeting invited 10 experts from Chemical division of MEE, Mr. Yingxin Gao of MEE SCC, SCC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9 representatives from 8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e meeting and share presentations. 

Ms. Karin Xu, IPAC Chair, gave us welcome speech, and introduced committee works and changes, and 
hope to maintain deep communica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MEE experts. Dr. Yu Zhao, IPAC chem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e meeting. According to both sides’ alignments, 
we shared toxicological data requirements, API management, polymer management, and key regional 
information transfer. Therewith, SCC response AICM position paper and shared briefly future plan. AICM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governmental experts for new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works, and 
raise members’ voice and communications. 

AICM Organized New Chemical Order 7 and Guideline Round 
Table Meeting

39

2019 年 10 月 16 日，AICM 组织在北京召开新化学物质 7 号令和指南制修订圆桌讨论会。会议
邀请了生态环境部化学品处代表、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助理高映新，审
核登记部卢玲等 10 位同事出席会议。AICM 的 8 家会员公司的 9 位代表参加会议和分享演讲。

会议首先由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致欢迎词，介绍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和变化，并
希望继续与生态环境部专家保持深入沟通和密切合作。会议由 IPAC 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主席赵宇
博士主持。会议根据前期双方沟通，集中分享了毒理学数据要求、原料药管理、聚合物管理和主要
区域信息传递模式等内容。随后，固管中心审核登记部对 AICM 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统一的回复，并
简要介绍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AICM 将继续配合政府专家做好新化学物质的管理和技术工作，为广
大会员公司继续发声和沟通。

AICM 组织新化学物质 7 号令和指南制修订圆桌讨论会

AICM Supported Asian Helsinki Chemicals Forum and 4th 
Summit Meeting on Chemical Regulations in Asia Pacific
（HCF&SMCR 2019）

40

On Oct. 24-25, 2019, AICM supported Asian Helsinki Chemicals Forum and 4th Summit Meeting on 
Chemical Regulations in Asia Pacific (HCF&SMCR 2019) in Shanghai. HCF&SMCR 2019 invi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mpany regulatory experts from China, EU, Jap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to make 
presentations on updated chemical regulations and compliance issues in those countries. Mr. Lim Yoke 
Loon, AICM Board member & Dow Greater China President,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on behalf of AICM 
and participated in panel discussions. Mr. Xavier Durand-Delacre, AICM board member & Senior VP Asia 
Pacific, President of Arkema Greater China, shared a speech at the second day to introduce AICM. Mr. Bill 
Zhou as IPAC deputy chair also join in the meeting and host the second day meeting. AICM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regulatory involv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promote AICM influence 
power in Chemical industry of China. 

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AICM 在上海积极支持了亚洲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暨 2019 年亚太
化学品法规峰会。峰会邀请来自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法规专家，就
各国最新的化学品法规和合规问题发表演讲。AICM 董事会成员 & 陶氏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林育麟先
生代表 AICM 为大会做主旨发言并参加小组讨论。AICM 董事会成员 & 阿科玛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大
中华区总裁戴仁威先生在第二天会议为大会介绍了 AICM。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周纪标
先生参加大会并为第二天的会议主持。AICM 将继续加强参与法规工作和促进供应链上的沟通，提升
AICM 在中国化工行业的影响力。

AICM 积极支持亚洲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暨第四届亚太化学
品法规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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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Successfully Co-organized 2019 7th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International Forum

41

On Oct. 29-30, 2019, AICM c0-organized 2019 7th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international forum with 
CNFIA experts council in Guangzhou. AICM have been working on this event continuously five years, which 
become an influential event in China with involved experts and officials. We hope to raise awareness of 
safety on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share best practice on regulations compliance. 

AICM organized 44 participants from 30 companies to join in this event. On behalf of AICM, Dr. Nikolaus 
Raupp from BASF shared how to increase the use of renewable raw materials in packaging and the biomass 
balance approach as a drop in solution. AICM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with 
officials, experts and supply chain for promoting standards drafting and implementation. 

2019 年 10 月 29-30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广州与中食协食品接触材料专家委员会共
同组织举办了 2019 第六届食品接触材料安全国际论坛。AICM 已经连续 5 年与专委会合作，该论坛
逐渐成长为国内有影响力的行业会议。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的政府和和行业专家参加，一起探讨食
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和分享国内外法规合规的最佳实践经验。

AICM 共组织了来自 30 家公司的 44 名代表参会。作为代表 AICM 代表，来自巴斯夫的 Nikolaus 
Raupp 博士进行了主题演讲，分享了如何在包装中增加可再生原材料的使用和生物量平衡的方法作
为一个解决方案。AICM 希望继续加强与官员、专家和产业链等各方在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合作
和交流。

AICM 联合举办 2019 年第七届食品接触材料安全国际论坛

AICM Organized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Workshop

42

On Oct. 30, 2019, AICM organized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workshop in Suzhou. 
The workshop invited 4 governmental experts to share and introduce hazardous chemical topics. 70 
representatives from 36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e workshop. 

Mr. Dong Xie hosted the workshop as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ub-committee chair. Firstly, the workshop 
invited Mr. Bill Zhou of IPAC deputy chair to give us opening speech. And the experts from MEM, NRCC, 
CNIS and MOT delivered speeches on overview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hazardous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License updates,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in consumer product, and 
regulatory updates at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Measures, JT617, etc.). AICM hopes to continue 
close face-to-face meetings with policy makers,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experts, 
and play a contributive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2019 年 10 月 30 日，AICM 在苏州成功举办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研讨会。会议邀请了 4 位政
府专家为大家分享和解读危险化学品主要关心的话题。来自 36 家会员公司的 7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危险化学品分委会主席谢栋先生主持，首先邀请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周纪标先生
致欢迎词。随后由来自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公路科学研究物流工程
研究中心的专家为大家分别介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的制定情况，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进展、消费
品中禁限用化学物质要求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法规等内容。AICM 希望能继续与政策制定者近距离面
对面交流，促进会员与专家的沟通交流，为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起到积极作用。

AICM 成功举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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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4-5 日，AICM 支持在浙江余姚召开的第 15 届中国塑料产业发展国际论坛。论坛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余姚市政府联合主办，邀请来自政府、国内外塑料行业协会、外资
企业、国内塑料相关企业、研究机构和电商平台共 800 多人参加。

 AICM 作为支持单位参加论坛，并由来自埃克森美孚的专家侯聪先生做了塑料行业可持续发展
的主题演讲。近年来，AICM 也特别关注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塑料行业。AICM 希望更多
地参与到新的领域中来，引领中国的潮流。AICM 将继续在政府和行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交流
和共享。

AICM Supported 1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stics Industry

43

On Nov. 4-5, 2019, AICM supported 1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stics 
industry in Yuyao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forum is organized by CPCIF and Yuyao government, and 
involved in about 800 participant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pla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s, MNCs, 
domestic plastic related enterpris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e-commerce platforms, chemical park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ICM, as supporter, attended this forum and give a keynote spee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lastic 
Industry from ExxonMobil expert Mr. Cong Hou. Recent year, AICM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emical industry, especially plastic industry. AICM hope more involvement in new areas 
to lead the trend in China. AICM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bridge ro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s and sharing. 

AICM 积极支持第 15 届中国塑料产业发展国际论坛
2019 年 11 月 6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2019 年 AICM 汽车应用材料

法规和管理研讨会”。功能化学品分委会主席谭业操先生主持会议，共有 54 名代表参加会议和讨论。

谭业操先生向各位专家和参会代表致欢迎辞，并介绍此次会议意义。会议邀请了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CATARC）的四位专家跟会员公司演讲交流。鉴于目前汽车市场现状，我们特别邀请
CATARC 专家为大家介绍中国汽车市场趋势分析和预测。另外三个演讲分别请专家为大家解读车内空
气质量标准起草进展，CAMDS 最新变化以及 CE-CAP 项目的进展。AICM 代表原材料生产商密切关注
汽车应用领域原材料相关法规，并持续与 CATARC 和供应链上各方保持交流和互动，为会员公司提供
更优质有效的服务和平台。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s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44

On Nov. 6th, 2019,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in Shanghai. Mr. Sharp Tan, as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e meeting. This year we invited Supplier Alliance and members joined in our workshop. 54 participants 
joined in this event.

Mr. Sharp Tan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and introduced meeting purpose. We invited four experts 
from CATARC to make lectures for us. Due to automobile market condition, we made a special invitation 
on China automobile market trend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Another three speeches are In-car air 
quality coating standard drafting process, CAMDS latest changes, and C-ECAP process. On behalf of raw 
materials producers, AICM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related regulations on automobile application field, and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CATARC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supply 
chain so a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platform and service.

AICM 成功举办 2019 年汽车应用材料法规和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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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Asia Regulatory Summit 
2019

AICM Organized IPAC Experts Meeting and Ceremony in 
Shanghai

45 46

On Nov. 19-21, 2019, AICM representative attended Asia Regulatory Summit 2019 in Kuala Lumpur of 
Malaysia. The summit is organized by Chemical Watch every year in Asia region. This year the organizer 
invited government experts, industry associations, consult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from global regions to share regulations updates, practice experience e and trend in future. About 100 
representatives join in this summit from US, EU, China, Japan, Korea, Canada, Australia, Thailand, Indonesia, 
India,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so on. AICM is invited to attend and give a speech at the panel discussion. 

The summit focused o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food contact regulations this year. CFSA, SCC and 
NRCC are all invited to deliver speeches on Hazardous Chemical management, Chem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Food Contact Material Standards. Mr. Libin HUO, AICM IPAC Manager, introduced AICM, 
IPAC and food contact regulatory works, and share AICM observation on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 standards in China. Furthermore, other regional experts shared Reach management, TSCA 
revision and food contact management. This summit is a global and comprehensive event, which covered 
regulatory updates and hot topics in main areas. It is very beneficial for promoting AICM influence power 
and enhancing regulatory communications. 

On Nov. 19, 2019, AICM IPAC organized IPAC experts meeting and ceremony in Shanghai Merck Office. We 
are honored to invite Mr. Mingcheng Chien of AICM Vice Chairman and Ms. Beryl Ma of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to grant certificate to all IPAC experts.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IPAC has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and help from member companies and experts, and get fruitful achievements. We set up an expert 
team to strengthen support for advocacy and compliance work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between member companies and experts.

2019 年 11 月 19-21 日，AICM 派代表参加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 2019 亚洲法规大会。大
会每年由 Chemical Watch 在亚洲区域主办。今年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全球各区域的政府专家、行业协会、
咨询公司和企业代表分享法规更新、实践经验和未来趋势。来自美、欧、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泰国、印尼、印度、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 100 多位代表参加。AICM 受邀参加并在小组讨
论中做演讲。

大会今年主要议题是化学品管理和食品接触法规。来自中国的青岛登记中心、固管中心和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为大会分享了危险化学品管理、化学品环境管理和食品接触材料法规。AICM 产
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理霍立彬先生介绍了 AICM、IPAC 和食品接触法规工作，并分享了 AICM 在中国
队食品接触材料法规标准的现状和挑战。此外，其他区域的专家分享了 REACH 法规管理、美国 TSCA
修订和食品接触管理。此次大会是亚洲区域全球性综合大会，内容涵盖了主要区域的法规跟新和热
点问题，对增加 AICM 影响力和加强法规交流大有裨益。

2019 年 11 月 19 日，AICM 在上海默克公司办公室举行 IPAC 专家团队成立大会和纪念仪式。我
们非常荣幸地邀请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AICM 副主席钱明诚先生和 AICM 执行董事马一兵女士为所有
到场的 IPAC 专家颁发证书。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过多年发展，得到了各会员公司及专家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我们成立专家团队，希望更加强对法规倡导和合规工作的支持，同时也加强会员公司和
专家们之间的交流讨论。

AICM 代表参加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亚洲法规峰会 AICM 在上海举行 IPAC 专家团队成立大会



AICM

 60  612019 IPAC Report  2019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产
业
政
策
促
进
委
员
会
重
大
活
动

IPAC Key Activities 2019  |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重大活动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ICM Site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Workshop

47

On Dec. 3, 2019,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AICM Site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Workshop in Shanghai as IPAC annual important activity. 63 representatives from 35 member 
companies are joined in the event and discussions.

Mr. Yang Cao, as Site HSE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e workshop. Mr. Bill Zhou, as IPAC deputy chair,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and thanked to all invited speakers and participants. He briefly shared our Site 
HSE annual workshop objectives, members’ concerns and interests. We invited 4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government, institute and consulting company to give keynote lectures and in-depth interpreted on four 
hot regulations status, including utilization of hazardous waste resources and the amendment of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catalogue, China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for chemical hazards in industrial sites 
(GBZ2.1-2019), guideline of hazardous chemical enterprises safety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management, and air pollutants discharge standard for coatings, inks and adhesives industry (GB37824-
2019).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between member companies and policy makers, AICM hope to further 
promote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for industrial common concerns. 

2019 年 12 月 3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2019 年 AICM 厂区环境、健
康和安全法规研讨会”。有来自 35 家公司的 63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和讨论。

会议厂区 HSE 分委会主席曹阳先生主持。会议首先有 IPAC 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向各位专家和参会
代表致欢迎辞，介绍了 AICM 和 IPAC 最新组织架构，以及此次会议的意义。此次研讨会我们盛情邀
请了四位政府领导和行业专家跟我们会员深入交流当年的热点法规话题，包括危险废物名录修订及
资源利用，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标准（GBZ2.1-2019），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
理导则，涂料、油墨及黏合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4-2019）。作为会员公司与政策决
策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AICM 希望代表原材料生产商进一步推进相互的沟通和交流，反映产业共
同关心的话题。

AICM 成功举办 2019 年度厂区环境、健康和安全法规研讨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涂料 VOC 法规政策研讨会。
会议共有来自 12 家会员公司的 23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涂料 VOC 小组组长王恩生先生主持。首先，功能化学品分委会涂料负责人李丹禾先生致
欢迎词，并希望大家抓住面对面的机会与专家深入交流。此次会议邀请了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北京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三位专家为会员解读关注的涂料 VOC 和食品接触用涂料
法规政策，话题主要涵盖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涂装排
放及车辆涂装可行技术和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监督技术规范。我们希望就会员公司最关心的问题
与政策制定者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以达到连接政府和产业的桥梁作用。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19 Coating VOC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orkshop

48

On Dec. 11, 2019, AICM IPAC successfully held 2019 coating VOC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orkshop in 
Beijing. 23 representatives from 12 member companies joined in this workshop. 

The workshop was hosted by Mr. Vanecen Wang, coating VOCs taskforce leader. Firstly, Mr. Danhof Lee, 
coating group leader of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 give us welcome speech, and hope to grab 
the opportunity to face-to-face exchange with experts. Then we invited 3 experts from MEE, Beijing EPB, 
IQTC to share VOCs policy and regulations. The topics covered The plan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key industries, Beijing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national 
feasible technology for vehicle coating, Food contact coating implementation technical guideline. We 
hope to have a face-to-face interaction with policy makers on the issues that member companies are most 
concerned, so a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ICM 成功举办涂料 VOC 法规政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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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6 日，AICM 代表参加 2019 年食品接触材料标准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邀
请政府专家、行业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讨论标准制修订工作。AICM 组织了来自 5 个公司的 6 位代
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首先由 CFSA 介绍了食品接触用油墨标准草案，并提出关键技术问题供讨论。
与会代表对整个草案的各条逐一进行讨论，包括定义、分类、正面清单和测试要求。会后，CFSA 将
根据会上讨论继续修改和完善草案，同时相关企业和单位需要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此外，标准起草单位还汇报了复合食品接触材料标准的修订工作。

AICM Attended 2019 Food Contact Material Standards 
Expert Review Meeting

49

On Dec. 26th, 2019, AICM IPAC attended 2019 food contact material standards expert review meeting in 
Beijing, organized by CFSA. The meeting invited governmental experts, industrial association and companies 
together to discuss standard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AICM organized 6 representatives from 5 members 
to attend. Firstly, CFSA introduced food contact ink standard draft version and proposed som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for discussions. All participants have a full discussion on all terms including of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positive substance list and test requirements. The meeting aligned that CFSA will continue 
to revise and refine the draft according to all discussions, and some stakeholders need to give supports for 
further works. In addition, the drafter reported lamination food contact materials standards revision works. 

AICM 支代表参加 2019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专家研讨会

Section II. IPAC Key Regulations/Standards_ 2019
重大法律、法规、标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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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I Industry Policy/Regulations/Standards
产业政策相关

1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第一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 Standar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issued the first batch 
of standards drafting plan in 2019. Link:http://
www.sac.gov.cn/szhywb/sytz/201904/
t20190401_343484.htm

SAC April 2,2019 IPAC

2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部门分工的意见 2019 年第 8 号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division of key 
work depart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Link: http://
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09/
content_5380762.htm

The State 
Council

April 9th,2019 IPAC

3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 2019 年《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 意见稿，截止日
期 5 月 7 日 NDRC just issued the Catalogu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Guidance 
(Consultation Draft 2019). The intended timeline 
of NDRC for the comments shall be by May 7th, 
2019. Attached please find document for your 
use. You may also find it from the link below: 
http://www.ndrc.gov.cn/yjzx/yjzx_add_fgs.
jsp?SiteId=318.

NDRC April 11,2019 IPAC

4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2019 年 4 月中
旬就危险化学品仓储管理、港口管理等相
关内容向 AICM 征求意见，产业政策促进委
员会向企业发出通知，进行意见征求，并
就法规管理及实操组织集中讨论，以提供
进一步反馈。 MEM-NRCC would like to solicit 
comments of AICM and companies especially on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cluding 
operation license of warehousing or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the production site.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irculated the notice to 
companies and group the discussions from the 
regulatory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which is 
to provide the comments and concrete proposal 
to authorities. 

MEM-NRCC April 17,2019 I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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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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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委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发布之日起
实施。Fire contro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revised at The 10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pril 23, 2019, and came 
into effect on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Link：http://www.npc.gov.cn/npc/
xinwen/2019-04/23/content_2086193.htm

NPC April 23,2019 IPAC

6

应急管理部第二批取消的 15 项由部门规章
设定的证明事项、4 项由规范性文件设定的
证明事项  The second batch of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ncelled 15 items 
of certification set by departmental rules 
and 4 items of certification set by normative 
document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cn/
gk/tzgg/yjbgg/201904/t20190425_254945.shtml

MEM April 
25th,2019 IPAC

7

Notice of adjustment of Imported waste 
management catalogue 关于调整《进口
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   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2/
t20181227_687488.html

MEE Jan. 12, 2019 IPAC

8

MEE and other four ministries jointly issued the 
notice on adjusting the catalogue of imported 
waste management. 生态环境部等四部委联合
印发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15/201812/t20181229_688042.html

MEE Nov. 14, 2018 IPAC

9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guidance catalogue 2018 《产业发展与转
移指导目录（2018 年本）》公告

MIIT Jan. 17, 2019 IPAC

10
SAC issue and update 60 mandatory 
standards revision plan 国标委下达和调整
60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SAC Jan. 28, 2019 IPAC

1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 notice on a pilot progra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ste-free Cities"  http://
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1/21/
content_5359620.htm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Jan. 21, 2019 IPAC

12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e 
of green product labels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
管理办法                 
http://gkml.samr.gov.cn/nsjg/rzjgs/201905/
t20190507_293448.html

SAMR May 5, 2019 IPAC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13

List of toxic and hazardous water pollutants 
(first batch)                              关于发布《有
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的公
告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907/t20190729_712633.html

MEE/NHC July 23, 2019 IPAC

II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Related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相关

1

公安部关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
公告 MPS just issued the draft of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f 
explosive hazardous chemicals for public 
comments. Th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Feb. 
20th, 2019. Link: http://www.mps.gov.cn/
n2254536/n4904355/c6365436/content.ht
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MPS Jan. 21,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2

交通运输部发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社会征求
意见 MOT issued Draft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for comments by March 
14,2019.  Link:http://xxgk.mot.gov.cn/jigou/
ysfws/201902/t20190215_3166496.html. 

MOT Feb. 
15th,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3

国家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委会就《危险货
物运输应急救援指南》进行专家委员
征求意见。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AC/TC251) 
just forwarded to the expert panel for 
comments by April 10th, 2019 on Guidebook 
of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for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SAC/TC 251 March 
7,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4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2019 年 3 月
18 日就《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
指南试行文件进行社会征求意见，并回
应行业诉求启动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征
求 修改意见， 并开通平台： http://hxp.
nrcc.com.cn/, 截止日期 2019 年 4 月 30
日。NRCC-MEM to solicit commen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to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and launched the 
platform for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and 
data resources, which may help to revise the 
classification category of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MEM-NRCC March 
18th,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IPAC Key Regulations/Standards_ 2019   |  重大法律、法规、标准汇总 AICM

2019 IPAC Report  2019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重
大
法
律
、
法
规
、
标
准
汇
总

 66  67

Items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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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5

国家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委员会对《化学
品信息沟通》等系列标准进行专家委员征
求意见，AICM2018 年初已经做过沟通，
此次标准修订已被完全采纳。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AC/TC251) just had attached document 
Guidance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to expert panel before the 
panel review meeting in early April. We 
had submitted our comments on behalf 
of members in early 2018, which are fully 
adopted this time. 

SAC/TC 251 March 
22,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6

国家标准委发布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本要求》（GB 18265-2019） 
及《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
要求》（GB/T 37243-2019） 等 2 项国家
标准的公告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just issued the notice that the two standards 
for Basic requirements of safety technology 
for enterprises handling hazardous chemical 
business (GB18265) and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afe external protection 
distances for hazardous chemical production 
installations and storage facilities (GB/
T37243) were just approved. Please find the 
link below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
eryInfo?id=1E48B3D2E81F801B82482A5DD2
A6E05D. 

SAC March 
22,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做
好移交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职责的通知 Notice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and undertaking 
the exa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fire 
control design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Link: http://www.mohurd.gov.cn/
wjfb/201903/t20190329_239954.html

MEM 
&MOHURD

March 
27th,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8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
布《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Li Keqiang 
signs state council order announcing interim 
regulations on express delivery, which is 
implemented since May 1,2019
Link:http://www.spb.gov.cn/zc/
flfgjzc_1/201803/t20180327_1523315.html

SPB March 27th, 
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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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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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运输部关于《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on the open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on 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road cargo transport on network platforms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Link：http://xxgk.mot.gov.cn/jigou/
ysfws/201904/t20190401_3182845.
html?from=groupmessage

MOT April 1,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10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经营管理规
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令 2019 年第 8 号）已于 2019 年 4 月 4 日
经第 7 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MOT just issued the official 
notice for the revision of Management of 
Operations at Port (No. 8th, 2019). You 
may find it from the link below: Link:http://
xxgk.mot.gov.cn/jigou/fgs/201904/
t20190417_3188366.html?from=timeline&is
appinstalled=0.

MOT April 17,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1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 等八部法律
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通过，现予公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修改条款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法律的修改条款
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消防法》
修订已通过。"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mending 
the <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nd so on eight legal decision has been 
made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13th the ten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pril 23, 2019, are hereby published, the 
trademark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ified terms of effective as of 
November 1, 2019, the modified terms of 
the other laws shall come into force as of the 
date of this decision.Among them, the fire 
protection law has been revised.             
 Link:http://www.npc.gov.cn/npc/
xinwen/2019-04/23/content_2086068.htm 

NPC April 23,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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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关于第二批取消
的 15 项由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
4 项由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ssued a public notice on the second batch 
of cancellation of 15 certification items set 
by departmental rules and 4 certification 
items set by normative document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cn/gk/
tzgg/yjbgg/201904/t20190425_254945.
shtml

MEM April 25,2019 Other Notices

13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特别管控危险化
学品目录（第一版）（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Draft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ubject to Special Contro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1910/
t20191018_337802.shtml

MEM Oct. 16, 2019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Management  

III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Related 
化学品环境管理

1

生态环境部组织对部分已登记新化学物
质进行了审查，现将 28 种符合要求的
已登记新化学物质增补列入《中国现有
化学物质名录》，并按现有化学物质管
理。2019 年 1 月 11 日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ssued the notice that 28 
substances were newly added into IECSC. 
They will be subjected to the management 
over existing substances. You may refer to 
the attached and link below: 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01/
t20190117_689881_wap.shtml?from=timeli
ne&isappinstalled=0.   

MEE Jan. 11,2019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2

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1 月 11 日发布 关于
公开征求《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
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MEE 
just issued the Notice on public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on regulations 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of chemical 
substances (draft for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Th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Feb. 20th, 2019. 
Link: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6/201901/t20190111_689258.
html 

MEE Feb. 
20th,2019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3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环境健康风
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 截止日期 5 月 22 日 Letter on 
soliciting opinions on the general outline 
of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draf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ndards，
intended timeline May 22,2019 
Link: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6/201904/t20190425_700961.
html

MEE April 19,2019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IV  Site HSE Related  
环境、健康与安全

1

Announcement on follow-up work 
requirements for cancelling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qualification 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关于取消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行政许可事项后续相
关工作要求的公告（暂行）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01/
t20190122_690420.html             MEE

Jan. 21, 2019 Site HSE MEE

2

Notice of soliciting opinions on the revision 
of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directory and 
hazardous waste identification management
关于征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意
见及危险废物鉴别管理有关材料的函
http://www.mepscc.cn/zhxx/tzgg/201902/
t20190226_693678.shtml

MEE Feb. 26th, 
2019 Site HSE

3

Notice of 5 mandatory occupational health 
standards 关于发布《职业性接触性皮炎的
诊断》等 5 项强制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
通告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1
902/107c2d3a4d764f858c1e784ddd48965a.
shtml

NHC Feb. 27th, 
2019 Site HSE

4

关于发布《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等三项国家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公告 MEE Announcement on 3 
national air pollutants emission standards 
Link: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906/t20190610_706028.
html

MEE May 24, 
2019 Site HSE

5
关于征求《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
规范（征求意见稿）》等 2 项标准修改意
见的函 www.chemicalsafety.org.cn

MEM CCSA Jun. 24, 2019 Site 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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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otice on comprehensive control plan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key industries/
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
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1907/
t20190703_708395.html

MEE Jun. 26, 2019 Site HSE

7

Notice of soliciting opinions on Solid Waste 
Pollution Prevention Control Law 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http://www.npc.gov.cn/npc/c8194/20190
7/0a16136765384ac2b7b62d95e7c5e098.
shtml

NPC Jul. 5, 2019 Site HSE

8

Specification on acceptanc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 
facilities (Shanghai) (DB31/T1158)                                                  
DB31/T1158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
工验收规范（上海）

SH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Aug. 1, 2019 Site HSE

9

Launch the new vers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hazardous project reporting system
关于启用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
的通知

NHC Aug. 16, 
2019 Site HSE

10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实施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登记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MEE Sep. 6, 2019 Site HSE

11

Notice of soliciting opinions on the draft 
version of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Catalogue 关于征求《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
订稿）》（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MEE Sep. 5, 2019 Site HSE

12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 and Appraisal《职业病诊
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修
订说明

NHC Oct. 8, 2019 Site HSE

V Emission Trade System 
碳排放交易

1

生态环境部 2019 年 4 月 4 日发布关于公开
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通知，截止日期 5 月 2
日。MEE just issued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Emission Trade 
System (draft) for public comments. Th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May 2,2019. There 
is no specified timeline for the inclusion of 
chemical industry into emission trade system 
at national level yet. Link:http://fgs.mee.gov.
cn/yfxzyfzzfjs/201904/t20190403_698483.
shtml. 

MEE April 4,2019 ET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VI Food Safety Related 
食品安全相关

1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regulations 
plans in 2019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年部门
规章立法计划      
http://www.nhc.gov.cn/fzs/s7851/201905/
ea5357922b024f4fb8e6da945e2b517b.
shtml

NHC May 6, 2019 Food Safety

2

SMAR issued a notice on the plan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and spot check on product 
quality in 2019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
2019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的公
告 http://www.gov.cn/fuwu/2019-03/27/
content_5377086.htm

SMAR Mar. 18, 
2019 Food Safety

3

SMAR announcement on the state 
supervision and random inspection of 
product quality in 2018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18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的公告
http://gkml.samr.gov.cn/nsjg/zljdj/201904/
t20190426_293185.html

SMAR Apr. 25, 2019 Food Safety

4

Notice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local standards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 http://
www.nhc.gov.cn/sps/s7891/201906/9e04d1f
3db3a4ba7af310c60e0e5e27b.shtml

NHC Jun. 12, 2019 Food Safety

5

Announcement summary of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2016-2018)/ 食品相
关产品新品种公告汇总（2016-2018）                         
http://aicm.cn/download/file?folder_id=198

May 14, 
2019 Food Safety

6

Notice of solicited opinions on 26 food safety 
standards                         关于征求炼乳等 26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函 http://bz.cfsa.net.cn/cfsa_aiguo

NHC May 20, 
2019 Food Safety

7

Notice of soliciting public opinions on the 2019 
national standard for food safety approval plan
关于公开征求 2019 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立项计划（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
www.nhc.gov.cn/wjw/yjzj/201905/3f425a2975
044b25ac4acc3f33b9c34d.shtml

NHC May 20, 
2019 Food Safety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食品安
全工作的意见》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food safety work  http://www.gov.
cn/zhengce/2019-05/20/content_5393212.
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The State 
Council

May 20, 
2019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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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务院食品安全负责人就《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The head of food safety of the state council 
answers questions on opinions on deepening 
reform and strengthening food safety work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21/
content_5393496.htm

The State 
Council

May 20, 
2019 Food Safety

10

关于可溶性大豆多糖等 19 种“三新食品”的
公告 Announcement on 19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7890
/201907/0455dc1945f941f78566191b4d0a3
5a7.shtml

NHC July 11, 2019 Food Safety

11

解读《关于可溶性大豆多糖等 19 种
“三新食品”公告》（2019 年第 4 号）
Interpretation of announcement on 19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
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1907/7
de38273c2614d35834c3510053a77f2.shtml

NHC July 22, 2019 Food Safety

12

关于弯曲乳杆菌等 24 种“三新食品”的公
告（2019 年第 2 号）Announcement on 
24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
nhc.gov.cn/sps/s7890/201905/618e2e835b9
041579aced23d735545a8.shtml

NHC May 29, 
2019 Food Safety

VII

Cosmetics RM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Medical Device 
化妆品原料管理&原辅包等

1

司法部 就《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进
行 WTO 通报 Ministry of Justice already 
made notification to WTO for Cosmetic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The intended timeline for final call is 
60 days from Dec. 18th, 2018. Attached 
please find the text. You may find the 
details from the link: https://members.
wto.org/crnattachments/2018/TBT/
CHN/18_6501_00_x.pdf.

MOJ  Dec. 18th, 
2018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2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督管理司关于公开征
求《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NMPA just issued 
the draft on the Management Measurers on 
Testing Facilities for Cosmetics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Th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Jan. 
31,2019.
 LINK:http://www.nmpa.gov.cn/WS04/
CL2103/334296.html?from=timeline&isappi
nstalled=0 

NMPA Jan. 3,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3

关于公开征求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
相关文件意见的通知 CMDE just issued the 
draft of master file submission guidelines 
and relevant requirements and operation 
guidance are also attached for reference. 
The file will be provided to CDME only. It 
intends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 business 
of ownership of data and documents. The 
file will be only referred to by authorized 
registrant at registration with CMDE but not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ink: https://www.cmde.org.cn/
CL0004/18451.html?from=timeline&isappin
stalled=0. 

CMDE Jan.3,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化妆品注册和
备案检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 NMPA just issued the draft on the 
Management Measurers on Testing Facilities 
for Cosmetics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The intended timeline is by Jan. 31,2019.                                                            
Link: http://www.nmpa.gov.cn/WS04/
CL2103/334296.html?from=timeline&isappi
nstalled=0 

NMPA Jan. 4th, 
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5

关于对《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 部分：
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与试验》国家标准
申请立项项目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IFDC, 
is currently soliciting public comments on 
the initiatives of standard drafting Plan: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Part 1: Evaluation and testing within a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GB/T 16886.1—××××/
ISO 10993-1:2018, to replace 代替 GB/T 
16886.1-2011.

NMPA Jan. 25,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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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审评中
心发布关于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
原则编制计划的通知 CMDE just issued the 
Notice on the drafting plan of Guidelines 
for the Technical Review at Medical Devices 
Registration on Feb. 25th,2 019.                          
Link: https://www.cmde.org.cn/
CL0004/18752.html

CMDE Feb. 
25th,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7

司法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部分行
业机构建议，AICM 应邀参加司法部组织
的调研会议，并就此进行沟通。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NMPA solicits comments from 
limited organization for the Draft Regulation 
on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osmetics. 
AICM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rganiz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NMPA. 

MOJ March 30th, 
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8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再次公开征求《关于
进一步完善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工
作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
见  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again publicly 
solicited opinions on the announcement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related drug review and approval and 
supervision. 
http://www.nmpa.gov.cn/WS04/
CL2101/336058.html?from=groupmessage&
isappinstalled=0

NMPA April 4,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9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进行《医疗器械监
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China 
Associ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Solicits comment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 
on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amendment). 

CAMDI April 
25th,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1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取消 36 项证
明事项 ,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NMPA issued 
the notice for cancellation of 36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at adminstration procedure. 
http://www.nmpa.gov.cn/WS04/
CL2138/336780.html

NMPA April 
28th,2019

Life Sciences 
(Cosmetic 
&Medical 

Application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VIII

Performance Chemical 
Application(Automobile & Electrical 
Electronics & Coating) 
功能化学品应用（汽车及电器电子
涂料）

1

Draft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management《有害物质管理实施及评价
指南》草案

MIIT Mar. 11, 
2019

Performance 
Chemical 

2

Notice on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 on 
Electrical Electronic products                市场
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电器
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
实施安排》的公告 http://gkml.samr.gov.cn/
nsjg/rzjgs/201905/t20190517_293827.html

MIIT May 16, 
2019

Performance 
Chemical

3

Notice on hazardous substance limits of 4 
coating standard for your comment             
关于对《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等 4 项强制性国标征求意见的通知
http://www.chinacoat.org.cn/
announcement/746.html

MIIT May 15, 
2019

Performance 
Chemical

4
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
关于实施《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
用合格评定制度实施安排》常见问题征集

MIIT May 22, 
2019

Performance 
Chemical

5

SAC/TC5 Solicited Opinions o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oating products with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全国涂料和颜料
标委会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低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意见
http://www.chinacoat.org.cn/jishuxinxi/748.
html

SAC/TC5 May 28, 
2019

Performance 
Chemical

6
Limits on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adhesives for comments《胶粘剂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限量》征求意见

MIIT Sep.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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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Others Notices
其他类，通知

1

应急管理部根据《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
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安监
总办〔2017〕49 号）的规定，经审核，
将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热电有限公司等 7
家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移出安
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现予公
告。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field joint punish dishonest 
ACTS to production safety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safety agent [2017] no. 
49) regulation, after verification, the Datong 
coal mine group it is mined here thermal 
power co., LTD and other seven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entities and their 
relevant personnel out of production safety 
faithless joint punishment "blacklist", are 
hereby published.

MEM March 
20th,2019 Other Notices

2

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强邮政
业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 The state post office issued a notice 
calling for strengthening work safety in the 
post industry and resolutely preventing 
and curbing serious and major accidents.                        
Link：http://www.spb.gov.cn/xw/
dtxx_15079/201904/t20190401_1803827.
html

SPB April 1,2019 Other Notices

3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 Notice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market supervision on 
launching a special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n 
quality and safety of key industrial products. 
LINK:http://gkml.samr.gov.cn/nsjg/
zljdj/201904/t20190408_292618.
html?from=groupmessage

SAMR April 
8th,2019 Other Notices

4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做好引导企业环境
守法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 Notice on the public solicitation of 
opinions on guiding enterprises to do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law-abiding work (draft)          
Link:http://zfj.mee.gov.cn/dtxx/201904/
t20190418_700256.shtml

MEE April 
18th,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5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钢铁企业煤气
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 A notice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n the special management of 
coal gas safety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cn/gk/tzgg/
tz/201904/t20190410_245021.shtml

MEM April 10th, 
2019 Other Notices

6

4 月 24 日，应急管理部召开防风险保稳
定工作视频会议，分析解决当前危化品
安全生产问题。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
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批示要求，认清
形势，切实承担起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
重大政治责任 On April 24,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held a video 
meeting on risk prevention and stability 
work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current safety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Huang 
Ming, secretary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group of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and delivered a speech, stressing the need 
to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premier li Keqiang 
and other leading comrades,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earnestly 
assume the major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preventing and defusing security risk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cn/xw/
yjyw/201904/t20190424_254916.shtml

MEM April 24,2019 Other Notices

7

4 月 24 日下午，应急管理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召开座谈会，就联合推动工业
互联网在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监测
预警中应用的工作机制、合作内容、工
作措施等进行了充分沟通和交流。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24, th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ld a symposium to fully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views on the working mechanism, 
cooperation contents and working measures 
for jointly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n the safety risk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 enterprise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cn/xw/
bndt/201904/t20190425_254982.shtml

MEM and MIIT April 25,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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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管理部发布《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征求意见
稿）》。 MEM issued the Technical service 
specifications for accident prevention of 
work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draft for 
comment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
cn/gk/tzgg/h/201903/t20190326_244981.
shtml

MEM April 
26th,2019 Other Notices

A Shanghai City 
上海市

1

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应急局印发紧急通
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
作切实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  The Shanghai 
municipal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and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issued an 
emergency notic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work of safe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earnestly prevent and defuse 
safety risks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
xwzx/xw/32446.htm

Shanghai 
Safety Bureau

March 
21,2019 Other Notices

2

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研究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和风险隐患排查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held 
a meeting to study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safety and risk 
hidden danger investigation.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xwzx/
xw/32447.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March 
22,2019 Other Notices

3

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贯彻上
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
施细则的通知 The Shanghai municip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s notice o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 
safe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lead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Shanghai。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442.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March 
25th,2019 Other Notices

4

3 月 25 日上海全市应急管理系统深入开
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of Shanghai 
has carried out special inspections on the 
safety of hazardous chemical enterprises

Shanghai 
Safety Bureau

March 
25th,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5

上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对加强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再动员再部署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eld a 
special meeting to mobilize and redeploy the 
work of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supervis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March 
26th,2019 Other Notices

6

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应急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的紧急通知 Emergency notice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ssued by the municipal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443.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March 
26th,2019 Other Notices

7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3 月 29 日发布《上海
市产业园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集
平台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The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ulgated 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entralized collection 
platform for hazardous waste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industrial 
park" on March 29, which will take effect as 
of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link:http://huanbao.bjx.com.cn/
news/20190419/975965.shtml

Shanghai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arch 
29th,2019 Other Notices

8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征求《上海市企业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征求意见
稿）》修改意见的函 Shanghai municipal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s letter 
on soliciting opinion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guide for the grad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safety risks of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draft)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544.htm

Shanghai 
Safety Bureau

March 
29th,2019 Other Notices

9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重
大 危险源重新辨识评估分级和备案的通
知 Noti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on re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classification and filing of major 
hazardous sourc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jtgz/32507.htm

Shanghai 
Safety Bureau

April 
10th,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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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上海市应急管理
局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征求
意见稿）》的通知 Notice on the public 
solicitation of measur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rewards for reporting work safety of 
Shanghai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zchd/cayjzjfk/32514.htm

Shanghai 
Safety Bureau April 12,2019 Other Notices

11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危险化学品
重点县聘任化工专家工作的指导意见 
Guidance of the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appointment 
of chemical experts in key counti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www.chinasafety.gov.cn/gk/tzgg/
yj/201904/t20190412_245158.shtml

The Committee 
of Work Safety 

at the State 
Council

April 12,2019 Other Notices

12

上海市应急局、市交通委、市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上海银保监
局、市财政局 、地方金融监管局关于印
发上海市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Municipal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communications,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Shanghai banking and insurance 
supervision bureau, municipal bureau of 
finance, municipal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bureau.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gggq/32530.htm

Shanghai 
Government

April 
19th,2019 Other Notices

13

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本
市安全生产领域重特大事故的通知 The 
Shanghai municip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issued a notice on implementing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resolutely preventing and 
curbing major accidents in the city's work 
safety field.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531.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pril 19,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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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市安委会关于印发 2019 年上海市
安全生产工作意见的通知 The Shanghai 
municip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issued 
a notice on the opinions on work safety in 
Shanghai in 2019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544.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pril 22,2019 Other Notices

15

上海市安委会关于印发 2019 年上海市
消防工作意见的通知 Shanghai municipal 
safety commission on the issuance of 2019 
Shanghai fire work opinions.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545.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pril 22,2019 Other Notices

16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9
年度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工作的通知 
Shanghai municip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9 year 
of major fire hazards supervision notice. 
Link:http://www.shsafety.gov.cn/gk/xxgk/
xxgkml/awbhgz/32546.htm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pril 22,2019 Other Notices

17

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通报全市加油
（气）站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百日行动情
况  Shanghai municipal safety committee 
office reported the city refueling (gas) station 
safety investigation and renovation of the 
100 days of action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pril 
27th,2019 Other Notices

B Jiangsu Province 
江苏省

1

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3 月 23
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危化品等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On March 23,2019,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Jiangs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Jiang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sued 
an emergency notice to ensure safety in key 
industries such as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www.jiangsu.gov.cn/
art/2019/3/23/art_60095_8284003.html

Jiangsu 
Government

March 
23,2019 Other Notices

2

南京市生态环保局 4 月 3 日关于印发《南
京市高架火炬环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自 5 月 1 日起实施 The Nan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sued a 
notice on April 3 on the issuance of "Nanjing 
elevated torch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asures", which will take effect from May 
1. Link:http://hbj.nanjing.gov.cn/zwgk/
flfg/201904/P020190403586064462349.pdf

 The nan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pril 1,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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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省发布“关于征求《江苏省化工行
业整治提升方案 ( 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
紧急通知 Jiangsu province has issued an 
emergency notice on soliciting opinions on 
the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plan for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draft)

Jiangsu 
Government April 1,2019 Other Notices

4

江苏省应急厅、江苏省工信厅、江苏
省财政厅、 江苏省住建厅、江苏省交
通运输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
省国资委、江苏银保监局关于在全省
重点行业领域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Jiangsu provincial 
emergency department, Jiangs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iangs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angs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Jiangs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Jiangsu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Jiangsu sasac ，Jiangsu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bureau 
in the province's key industries Issued 
Opinions on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 safety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Link：http://www.jiangsu.gov.cn/
art/2019/4/8/art_64797_8296675.html

Jiangsu 
Government

April 
8th,2019 Other Notices

C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省

1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山东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规
定的通知 http://xxgk.sdein.gov.cn/zfwj/
lhf/201903/t20190318_2179931.html

Shandong 
Government Feb.1st,2019 Other Notices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Notice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the 
special plan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of hazardous waste in Shandong province. 
Link:http://www.shandong.gov.cn/
art/2019/3/28/art_2267_31208.html

Shandong 
Government

March 
28th,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3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全省环境
风险源企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
项行动的通知鲁环函〔2019〕101 号 
Notice of Shan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special 
action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safety hidden dangers in 
enterprises with environmental risk sources 
in the province (lu Huan Han [2019] no. 101. 
http://xxgk.sdein.gov.cn/zfwj/lhh/201904/
t20190408_2198609.html 

Shanghai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ureau

March 
28th,2019 Other Notices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将开
展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专项执法检查 .。 The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 Shandong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will carry out special 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s on work safety in 
key industries such as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
zAwOTgxNDI1NQ%3D%3D&idx=1&mid=265
0497846&scene=45&sn=253925e68d431c54
7ba2ff7716083d5b

Shandong 
Government

April 9th, 
2019 Other Notices

5

全国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工作会议于 4 月
17 日在济南召开 , 全面总结了应急管理
部组建以来政策法规工作，分析了当前
面临的形势任务。他强调，应急管理政
策法规工作要着眼长远，强化顶层设
计和统筹谋划，加快推进政策法规标
准体系建设，严格执法监督，全面深
化“放管服”改革。The national meeting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as held in Jinan on April 17. It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asks. 
He stressed that emergency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focus on the 
long term,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overall planning,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andard system, 
strictly enforce the law and supervise, and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reform of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Link:http://yjt.shandong.gov.cn/zw/gzdt/
ajyw/201904/t20190417_2200037.html

Shandong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pril 
17th,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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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东省应急厅与中国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Shan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PICC Shandong 
branch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Link:http://yjt.shandong.gov.cn/zw/gzdt/
ajyw/201904/t20190418_2200273.html

Shandong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pril 
18th,2019 Other Notices

7

《山东省应急管理规划（2019-2021
年）》专家论证会在济南召开 The expert 
argumentation meeting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ning of Shandong 
province (2019-2021) was held in Jinan.        
Link:http://yjt.shandong.gov.cn/zw/gzdt/
ajyw/201904/t20190421_2200537.html 

Shandong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pril 21,2019 Other Notices

8

山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Shandong 
province to implement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group supervision feedback rectification.                                                                  
Link：http://www.shandong.gov.cn/
art/2019/4/28/art_10133_180167.html

Shandong 
Government

April 
28th,2019 Other Notices

D Anhui Province 
安徽省

1

关于印发《安徽省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
控监测信息系统数据采集处理实施指南
（试行）》的通知 Notice on the issuance 
of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nitoring 
information system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in Anhui province (trial)  
Link:http://www.anhuisafety.gov.
cn/4126778/16834150.htm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hui province 

April 
23rd,2019 Other Notices

2

关于切实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巡查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Notice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special inspection on safet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www.anhuisafety.gov.
cn/4126778/16834179.htm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hui province 

April 
23rd,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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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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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
发《安徽省“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
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 A notice issued by the office of 
the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 Anhui 
province on the work plan of the special 
fire safety 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 
program of "risk prevention, security, safety 
and welcome Daqing" in Anhui province.    
Link：http://www.anhuisafety.gov.
cn/4126778/16876892.htm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 
Anhui Province

April 
25th,2019 Other Notices

E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省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公告 (2019 年 第 1 号 )
公告省培训机构、特种作业理论考试点
和实操点。 Announce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no. 1, 2019) on Special 
operation theory examination point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point.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04360.htm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Guangdong 
Province

Jan. 31,2019 Other Notices

2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
应急管理厅关于对湛江廉江市“2·20”较
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
的函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ssued a letter of 
supervision over the handling of accident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2·20" large road 
traffic in Zhanjiang city.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04365.htm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Guangdong 
Province

Feb. 2,2019 Other Notices

3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 关于开展全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
项整治的紧急通知 Guangdong Work Safety 
commission and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nce's limited space work safety 
special rectification of the emergency notice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04364.html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Feb. 20,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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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
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实施方案》的
通知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ssued a notice on 
the issu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special 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 on 
production safety in key industries such as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67949.html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April 1,2019 Other Notices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
特种作业实际操作考评员（专家）考核
的通知 Notice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sessment of special 
operations practical operation examiners 
(experts) in 2019.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72149.html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April 8,2019 Other Notices

6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
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安全防范
工作的紧急通知 . An emergency notice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flood season 
safety precautions issued by the office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74202.html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April 12,2019 Other Notices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推荐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技术支撑专家的通知 Notific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on recommending 
technical support experts for safety 
assessment, testing and inspection. 
Link:http://yjgl.gd.gov.cn/gk/tzgg/content/
post_2282627.html

Guangdong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April 24,2019 Other Notices

F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的通
知 Notice of the office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Hubei province 
on the special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the safe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yjt.hubei.gov.cn/articles/show-
16095.aspx

Hubei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March 
22,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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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分委会

2

《全省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对口帮扶指导和
专家驻企检查工作方案》 Provincial work 
plan of counterpart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for key counti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inspection by experts in enterprises.                                                        
LINK：http://yjt.hubei.gov.cn/articles/show-
16156.aspx

Hubei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pril 15,2019 Other Notices

G Hebei Province
河北省

1

关于印发《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含医疗
废物） 规范化管理指标及抽查表》的通
知 A notice on the issuance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ndicators and sampling tables 
for hazardous waste business units (including 
medical waste) 
Link:http://hbepb.hebei.gov.cn/hjzw/wrfz/
gtfqwhjgl/201904/t20190428_71083.html

Hebei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Burau

April 28th, 
2019 Other Notices

2

　3 月 22 日，省政府召开化工行业安全
生产整治攻坚行动电视电话会议，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深刻汲取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
教训，对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进行全
面安排部署，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On 
March 22,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eld 
a teleconference on crucial action chemical 
industry safety production regulation,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important instructions and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memorandum spirit,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deploy, learn Xiangshui, Jiangsu "March 21" 
explosion accident lesson, a comprehensive 
harnessing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safety 
production arrangement deployment, 
resolutely curb major workplace accidents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March 
22,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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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月 22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化工行
业安全生产整治攻坚行动电视电话会
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李国华对
《河北省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攻坚
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On March 22,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eld a video 
teleconference on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safety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
index/getPortalNewsDetails?id=b7295af6-
3bcd-4a67-88de-
3e2b48c007d6&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March 
22,2019 Other Notices

4

河北省在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防范
重特大事故上做了一系列安排部署。Hebei 
province has made a series of arrangements 
and arrangements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supervis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revent serious and major accidents.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d20765cd-
1c06-43b5-974b-
6bdfc6d3b07f&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March 
27,2019 Other Notices

5

《河北省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平台正
式运行 The platform of Hebei province 
work safety standard system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f6ebbfea-
2b43-40a0-9b7a-
c832456d9467&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March 
29,2019 Other Notices

6

　省安委办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
关单位认真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
例》宣传贯彻工作。The provincial office 
of work safety has issued a notice, requiring 
all relevant units to conscientiously carry 
out th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emergency response to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d2961e9a-
050c-4de0-a26f-
ae892796faa7&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Office of Work 
Safety Hebei 

Province
April 1,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7

应急管理部调研组到河北省进行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工作专题调研 The research 
group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went to Hebei province to 
conduct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on the 
safety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85f78b54-
65b8-4daa-bb02-
3278b7783110&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2nd,2019 Other Notices

8

省安委办通报衡水市滨湖新区衡水湖
污水厂 “3.31”窒息事故 .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reported Heng 
Shui banhu new district Heng Shui lake 
sewage plant "3.31" suffocation accident.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
index/getPortalNewsDetails?id=f7c212cb-
c385-4b88-b7dc-
6a67f58ff099&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Office of Work 
Safety Hebei 

Province

April 
3rd,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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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9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河北省化工行业安
全生产整治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发布
会上明确自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我省将开展为期两年的化工行业安全生产
整治攻坚行动。本次整治攻坚行动的范围
包括：全省凡是列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表（GB/T4754-2017）》中制造业 25
大类、26 大类、291 中类的化工生产企业
和其他取得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生产
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运输、废
弃处置等企业；全省所有化工园区（化工
集中区）。
The press office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on 
"Hebei province chemical industry safety 
production rectification action". The press 
conference made it clear that from March 
2019 to December 2020, the province will 
carry out a two-year chemical industry 
safety production rectification action. The 
scope of this rectification action includes: 
all the chemic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listed in 25 categories, 26 categories 
and 291 categor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othe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at have obtained the license for the use 
of dangerous chemicals in the province 
listed in the code table of national 
economy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GB/ 
t4754-2017);Enterprises engaged in the 
storage, management, transportation and 
disposal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ll the 
chemical industry parks in the province 
(chemical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rea).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c1ed4c25-
edfa-4456-887b-
27ebf2ddecf0&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4th,2019 Other Notices

1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复工复产安全提
示 Safety tips for resuming work and 
produ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of Hebei province. Link:http://
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66d98310-
fb75-4900-8ec4-
5e92fbf4c2a8&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11,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11

全省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石家
庄召开 Provincial industry and trade safety 
production conference held in Shijiazhuang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
index/getPortalNewsDetails?id=f661ef5c-
b330-413e-a0f0-
bdd07007a30a&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11,2019 Other Notices

12

2019 年 4 月 16 日，应急管理厅邀请相
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河北安科检测检验
有限公司承担的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河北省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
项目进行了验收。On April 16, 2019,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invited 
relevant experts to form an expert group to 
carry out the acceptance of Hebei province 
soft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 project 
"construction of Hebei province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 system" undertaken by 
Hebei Safety Research Inspection and Testing 
Co., LTD.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6a3c5508-
52b0-4d1c-b81e-
f5fd8c837915&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17,2019 Other Notices

13

张家口市冬奥会安全生产工作专班安排
部署 2019 年度冬奥建设项目安全工作 ,
市安委办研究制定《张家口市冬奥会安
全生产工作专班 2019 年度工作实施方
案》Zhangjiakou city winter Olympics safety 
work special class arrangement deployment 
2019 year winter Olympics construction 
project safety work. The municipal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studies and formulates 
the 2019 work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special class of work safety production 
at the winter Olympics in Zhangjiakou.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772b8c1c-
d70b-411e-8cc2-
8c706f2e45e7&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17,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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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14

省应急管理厅出台《河北省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培训实施细则》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issued "Hebei 
provinc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unit safety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rules".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787bea58-
b165-4c7b-a41d-
6632b31f8194&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22,2019 Other Notices

15

张家口市安委办组织召开冬奥会建设项目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Zhangjiakou municipal 
security commission office organized a 
meeting on safety prod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d2bdc1e3-
fdbe-49aa-aaab-
4c8d0b4dd12c&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Zhangjiakou 

Safety 
commission

April 22,2019 Other Notices

16

省安委办通报保定华联科技加气站“4.15”
天然气爆燃火灾事故 Baoding hual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lling station "4.15" 
natural gas explosion fire accident was 
reported by the provincial safety commission.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b01545ed-
a620-41f4-aaa8-
1332b2322629&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Office of Work 
Safety Hebei 

Province
April 22,2019 Other Notices

17

省厅印发“冀应急人〔2019〕50 号”文件，
出台《河北省安全生产培训管理规定》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work safety 
issued the document "Hebei emergency 
personnel [2019] no. 50", and issued the 
"Hebei province safety production training 
management regulations       
Link 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7c62517d-
a8ce-4cd2-9747-
c1b349e5b36f&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23,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18

省安委办紧急部署建筑施工安全工作 
Provincial Safety commission emergency 
deployment of construction safety work. 
Link:http://yjgl.hebei.gov.cn/portal/index/
getPortalNewsDetails?id=598f53eb-
41c0-4c0f-adb1-
d10583f5e160&categoryid=63eedd10-e7a5-
4c8b-867c-15a2065433a3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ebei Province

April 28,2019 Other Notices

H Sichuan Province 
四川省

1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印发《2019 年
全省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油气管道安
全监管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管
工作要点》的通知 川应急〔2019〕
52 号  Sichu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ssued a 
notice on "safety supervision of fireworks 
and firecrackers oil and gas pipelines 
and supervision of non-drug precursor 
chemicals in the province in 2019"                                                           
Sichuan emergency department [2019] no. 
52 
Link:http://yjt.sc.gov.cn/Detail_28f38b06-
f144-4929-bfd9-6ba208206152

Shandong 
Government Feb.1st,2019 Other Notices

2

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召开全
省化工危险化学品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工作视频会议的通知 Notice of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on holding video meeting on the special 
rectification of work safety in the chemical 
dangerous chemical industry of the whole 
province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March 
18th,2019 Other Notices

3

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南充
市仪陇县鑫和引线有限公司“3•19” 较大
爆炸事故的通报 川安办函〔2019〕36 号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s notification of "March 19" large 
explosion accident of xinhe lead wire co., 
LTD., yilong county, nanchong city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March 
28th,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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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4

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全面
开展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隐患集中排
查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紧急通知                       川
安办〔2019〕16 号 The emergency 
notice issued by the office of the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 Sichuan province on 
comprehensively carrying out the centralized 
investig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safety 
hidden danger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fireworks and the special law enforcement 
inspection of work safety to resolutely 
prevent and contain serious and major accid
ents                                        
Chuan 'an office [2019] no. 16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March 
29th,2019 Other Notices

5

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迅
速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十大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知川安办〔2019〕20 号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on the rapid concentration of work 
safety inspection and ten special rectification 
action notice chuan 'an office [2019] 20.  
Link:http://yjt.sc.gov.cn/Detail_a42da7c0-
7398-4176-8943-778fb384d3b2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April 
9th,2019 Other Notices

6

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
发《四川省 2019 年安全社区建设工作
意见》的通知 , 川安办〔2019〕23 号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on the issuance of "Sichuan province 
in 2019 safe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ork 
opinions" notice, Chuan 'an office [2019] no. 
23. 
Link:http://yjt.sc.gov.cn/Detail_38395867-
005f-4aa5-9564-3f98b7c349f9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April 
11th,2019 Other Notices

7

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对
已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
单”单位落实联合惩戒措施的通知 川安
办函〔2019〕45 号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s notice on 
implementing joint disciplinary measures 
against units that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blacklist" of joint disciplinary measures 
for dishonest work safety no. 45 [2019].                                                                     
Link：http://yjt.sc.gov.cn/Detail_b4c3dfdb-
4dd1-4e13-8f0b-f57460ca6c2f

Sichuan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Office

April 
19th,2019 Other Notices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Related
 Sub-

committee 
分委会

I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1

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 部署开
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查 Zhejiang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issued a 
notice to carry out a major inspection on the 
safe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NK:https://zj.zjol.com.cn/
qihanghao/100046260.html 

Zhejiang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March 
26,2019 Other Notices

2

冯飞在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全面推进危化品安全生产大检查 
Feng fei stressed in the province's dangerous 
chemical production safety inspection 
work teleconference: draw lessons from 
the accident,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 production safety 
inspection  
LINK:http://www.zjsafety.gov.cn/cn/
ajkx/331738.shtml

Zhejiang 
provincial 

work safety 
commission

March 
26,2019 Other Notices

3

省应急管理厅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省委常
委会对安全生产及森林防灭火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 Provinci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fice convened the party committee to 
convey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f the 
provincial committee standing committee on 
work safety and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nk:http://www.zjsafety.gov.cn/cn/
ajkx/332857.shtml

Zhejiang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pril 
9th,2019 Other Notices

4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带队赴浙江
调研基层应急管理工作 Sun huashan, 
deputy head of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led a team to Zhejiang to 
investigate the grassroots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LINK:http://www.
zjsafety.gov.cn/cn/ajkx/334137.shtml

Zhejiang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pril 23,2019 Other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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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Position Papers 建议函汇总 2019
CONTENTS/ 目录

No. 
序号

Title
建议函名称

Submitted 
to

呈交政府
部门

Page
页码

1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draft of master file submission guidelines 
and relevant requirements issued by CMDE at NMPA 
AICM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相关文件意见与建议

NMPA 97

2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draft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f explosive hazardous chemicals 
AICM 关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MPS 103

3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AICM 关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MEE 107

4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Draft for Comments)
AICM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MOT 115

5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rial Guidelines to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issued by MEM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文件的意见与建议

MEM 122

6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建议与意见 MEM 130

7

AICM Study Report on Information Reporting and Risk Assessment at Draft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关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及管控条例》( 征求意见稿 ) 中信息报告及
风险评估等专题的初步研究报告

MEE 136

8 AICM's Suggestion to NMPA on Cosmetic Ingredients Filing Process 
AICM 关于非高风险化妆品新原料备案管理的建议 NMPA 158

9
AICM'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Draft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AICM 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 修订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MEE 163

10
AICM ‘s Suggestions on Registr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of Low 
Volume for R&D Purpose 
关于研发用少量化学品的危险化学品登记的意见与建议

MEM-
NRCC 183

11
AICM inquiry letter to CFSA for clarification on Rubbers and Silicones additives 
in GB9685 
关于 GB9685-2016 中硅橡胶可使用添加剂问题的咨询函

NHC 189

12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atings in Shenzhen (SZJG 54-2017) SZHEC 191

1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Basic Requirements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Safety Production in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Jiangsu Province>
AICM 对于《江苏省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基本要求（试
行）》的建议和意见

Jiangsu ED 196

1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Master File 
Submission Procedure at Medical Device Review of 
CMDE, NMPA

Summary: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draft of master file submission guidelines and relevant requirements 
issued by CMDE at NMPA

Issuer: IPAC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BASF, Covestro, Evonik and Lubrizol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Due to the more requirements on the assessment on chemical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and 
especially in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report, we are more concerned on the commercial busines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own to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efforts of AICM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core team, Center for Medical Device Evaluation of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issued 
draft of submission of master files, procedure and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It is to provide one way of 
direct submission to CMDE, which can be linked to the review document submitted by our downstream 
customers. It is more welcomed by our manufacturers. To be positive to the document and to make it much 
easier for our submission but not an administration review procedure, we would like to voice out on behalf 
of our members and provide our position.

Action Items:
Submit the comments to CAMDI, April 2018
Visit China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CAMDI)，August. 2018
Visit Shanghai FDA Medical Device Review Center, Nov. 15,2018
Invited Expert of CAMDI for discussion, Dec. 6th, 2019
Joined Technical Review Guidance Expert Meeting, Dec. 19th, 2018
Circulated the draft of master file submission to members, Jan. 3,2019
Summarize the comments from members, Jan. 17th, 2019
Review the suggestions per the feedbacks of members by Jan. 25th, 2019
Submit to the board for approval by Jan. 28th, 2019
Submit the position to CMDE by Jan. 30th,2019

Our Suggestions:
1. Positive feedback to CMDE of NMPA to have such innovative procedure to protect CBI of manufacturer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practice
2. To further ease the procedure of submission of master files and the paperwork shall be reduced as it is a 
volunteering act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CMDE, by Jan. 31, 2019
Discussed with officials and experts on technical section, 2019

Comments (see attachmen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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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

您好！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鉴于贵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相关文件意见的通知”
征求社会意见，受到了行业内特别是医疗器械原料企业的广泛欢迎。在贵司所发布的一系列医疗器
械审评改革与创新的文件中，AICM 所属公司前期 AICM 所属会员公司高度重视，非常关注在医疗器
械审评文件提交过程中，涉及商业信息保密及沟通的问题。我们认为此文件的出台，对于借鉴国际
经验、创新医疗企业审评的机制、充分考虑到原料企业的商业信息保护的利益诉求、给予各相关方
充分的关注，极大地激励了原料安全信息资料的提交。我们也注意到，在具体文件内容中，也存在
与改革创新医疗器械审评、简化申报文件等不太一致的地方，经过后续研究及讨论，形成如下初步
反馈，现提供给贵司，供进一步讨论研究。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 

附件 1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相关文件意见反馈表

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在医疗器械管理及审评过程中为了促进法规的不断完善和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所进行的努力，并期待着后续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邮编：100028

AICM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相关文件意见与建议 附件 1  AICM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相关文件意见与建议

文件名称：
1.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2.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指导原则；
3.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要求；
4.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操作规范

涉及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和意见 依据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正文第三自然段

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
评中心（以下简称器审中心）建
立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平台（以
下简称为登记平台）与数据库，
主文档所有者可通过登记平台按
本公告要求提交主文档登记资料，
通过形式审查后获得主文档登记
编号。待关联医疗器械提出注册
申请后对主文档一并审评。

建议：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以
下简称器审中心）建立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平台（以下简称为登记平台）与数据库，
主文档所有者可通过登记平台按本公告要
求提交主文档登记资料，通过形式审查后
获得主文档登记编号。待关联医疗器械提
出注册申请后对主文档一并审评。已登记
的主文档应可根据主文档登记编号进行查
询。

建议对主文档数据库的作用进行阐
述。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公告正文第五自然段

三、主文档登记资料均需经过主
文档所有者签章，需包括主文档
所有者基本信息、登记事项基本
信息等。外文文件还需提供简体
中文翻译件。

建议：三、主文档登记资料均需经过主文
档所有者（如为境外企业可由其境内代理
机构）签章，需包括主文档所有者基本信
息、登记事项基本信息等，签章形式可由
企业自行决定。外文文件还需提供简体中
文翻译件。

便利境外企业及时响应下游用户的
需求及时进行主文档备案而不至因
为签字等问题产生延误影响下游医
疗器械产品的注册。请明确在文档
资料上的签章要求，如封页，并请
考虑境外厂商存在没有公章的情况。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公告正文第六自然段

四、主文档所有者在器审中心登
记平台填写基本信息后，将医疗
器械主文档登记申请表、医疗器
械主文档更新登记更新申请表（附
件 1、附件 2）、证明性文件、授
权文件、技术资料等登记文件提
交至医疗器械行政受理服务大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
大街 28 号大成广场 3 门 1 层）。

建议：四、主文档所有者在器审中心登记
平台填写基本信息后，将医疗器械主文档
登记申请表、医疗器械主文档更新登记更
新申请表（附件 1、附件 2）、证明性文件、
授权文件、技术资料等登记文件提交至医
疗器械行政受理服务大厅（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8 号大成广场 3 门
1 层）。文件可到受理窗口提交也可以邮
寄的方式提交。

便利企业提交资料，也减少受理窗
口现场受理的工作量。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
5. 质量标准：

5. 质量标准：○ 采用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
如有，标准名称：            标准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版　○ 生
物制品规程：版
○ 自拟：
○ 其他：
需要备注的内容（如有）：

建议：删除。 通知明确，提交主文档的目的为保护
商业机密，登记信息为所有者自愿提
交内容。该信息非登记要求必需的信
息。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
6 境 内 登 记 主 文 档 所
有者

法定代表人（签名） 建议：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授权人（签名）考虑有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并不常驻
国内的情况，建议允许由其指定授
权人代为签名。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
9. 拟登记内容在已经
上市医疗器械中有应
用史（如有，可适当
举例）

9. 拟登记内容在已经上市医疗器
械中有应用史（如有，可适当举例）
应用情况的描述：

医疗器械名称：
医疗器械注册证号

建议：删除。 通知明确，提交主文档的目的为保
护商业机密，登记信息为所有者自
愿提交内容。该信息非登记要求必
需的信息。同时主文档所有人可能
不掌握终端产品的批准信息。无法
提供。

1.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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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
10. 其他内容

10. 其他内容 建议：删除。 请明确该项内容要求，否则不建议
保留。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填表说
明第 4 点

各申请机构名称、公章、法定代
表人签名、签名日期：已经填入
的申请人各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
代表人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章。

建议：各申请机构名称、公章、法定代表
人或其指定授权人签名、签名日期：已经
填入的申请人各机构均应当由其法定代表
人或其指定授权人在此签名、加盖机构公
章（如有公章）。

建议允许境外主文档申请者授权其
境内代理机构法人代表代为签字，
方便境外申请企业操作。同时考虑
国外厂商存在没有公章的情况。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填表说
明第 8 点 8.1 小点

8.1 境内主文档所有者提供：企业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建议：8.1 境内主文档所有者提供：企业营
业执照复印件。

建议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均可。正本
和副本法律效力相同，因此两者的
复印件应均可接受。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填表说
明第 8 点 8.2 小点

8.2 进口主文档所有者提供：
（1）进口主文档所有者企业资格
证明文件，应经过公证。

建议：8.2 进口主文档所有者提供：
（1）进口主文档所有者企业资格证明文
件， 具 体 可 包 括 XXXX,XXXX,XXXX,XXXXXX
等，证明文件应经过公证。

建议列举可包括那些类型的证明文
件以方便申请企业操作。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填表说
明第 8 点 8.2 小点

8.2 进口主文档所有者提供：
（2）如有，进口主文档所有者在
中国境内指定代理机构的委托书
（应经过公证）、代理机构承诺
书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建议：8.2 进口主文档所有者提供：
（2）如有，进口主文档所有者在中国境内
指定代理机构的委托书（应经过公证）及
指定代理机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建议删除代理机构承诺书的要求，
因为在申请表的开头，申请者和代
理机构已经做出了承诺，不必重复；
建议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均
可，因为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法律
效力相同，因此两者的复印件应均
可接受。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1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申请表填表说
明第 9 点

9. 本申请表随附真实性声明，声
明所提交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应
经过公证。

建议：取消该真实性声明要求。 在登记申请表表头中已包含有关真
实性的声明。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2 医疗器械主文
档更新登记申请表填
表说明

缺填表说明 6 建议：6. 本申请表应当将打印表格连同电
子表格一并提交，并且具有同样的效力，
申请人应当确保两种表格的数据一致。未
提交电子表格，或者电子表格与打印表格、
“登记平台”填写内容不一致、或者本申请
表除应当亲笔填写项目外的其他项目，使
用非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发的申请表填
写或者修改者，其申请不予接受。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2 医疗器械主文
档更新登记申请表填
表说明 7.2

7.2 境内更新登记的主文档所有者
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建议：7.2 境内更新登记的主文档所有者
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建议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均可，因为
正本和副本法律效力相同，因此两
者的复印件应均可接受。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2 医疗器械主文
档更新登记申请表填
表说明 7.3

7.3 进口更新登记的主文档所有者
提供：
（1）进口主文档所有者企业资格
证明文件，应经过公证。

建议：7.3 进口更新登记的主文档所有者
提供：
（1）进口主文档所有者企业资格证明文
件， 具 体 可 包 括 XXXX,XXXX,XXXX,XXXXXX
等，证明文件应经过公证。

建议列举可包括那些类型的证明文
件以方便申请企业操作。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2 医疗器械主文
档更新登记申请表填
表说明 7.3

7.3 进口更新登记的主文档所有者
提供：
（2）如有，进口主文档所有者在
中国境内指定代理机构的委托书
（应经过公证）、代理机构承诺
书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建议：7.3 进口更新登记的主文档所有者
提供：
（2）如有，进口主文档所有者在中国境
内指定代理机构的委托书（应经过公证）、
代理机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建议删除代理机构承诺书的要求，
因为在申请表的开头，申请者和代
理机构已经做出了承诺，不必重复；
建议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均
可，因为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法律
效力相同，因此两者的复印件应均
可接受。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2 医疗器械主文
档更新登记申请表填
表说明 9

9. 本申请表随附真实性声明，声
明所提交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应
经过公证。

建议：取消该真实性声明要求。 在登记申请表表头中已包含有关真
实性的声明。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4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资料形式要求
一

进口主文档所有者信息建议使用
原文填写。

建议：明确所有者信息指哪些 方便申请企业操作。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4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资料形式要求
二

二、各项文件除证明性文件外均
需以中文形式提供。如证明性文
件为外文形式，还需提供中文翻
译件。根据外文资料翻译的其他
申报资料，需同时提供原文文件。

建议：二、各项文件除证明性文件外均需
以中文形式提供。如证明性文件为外文形
式，还需提供中文翻译件。根据外文资料
翻译的其他申报资料，需同时提供原文文
件。对正文中被引用的外文文件可提交中
文综述或摘要。

参照药用辅料登记中对正文中引用
的外文文件的信息整理办法。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4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资料形式要求
三

三、境内主文档登记资料如无特
殊说明的，需由主文档所有者签
章。“签章”是指：主文档所有者盖章，
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加企业盖章。所盖章是主文档所
有者公章，不得使用注册专用章。

建议：三、境内主文档登记资料如无特殊
说明的，需由主文档所有者签章。“签章”
是指：主文档所有者盖章，或者其法定代
表人（或其指定授权人）、负责人签名加
企业盖章。所盖章是主文档所有者公章，
不得使用注册专用章。签名加盖章在主文
档资料的封面即可。

请明确在文档资料上的签章要求。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事项的公告》
附件 4 医疗器械主文
档登记资料形式要求
四

四、进口主文档登记资料如无特
殊说明，原文资料需由主文档所
有者签章，中文文本由代理机构
签章。原文资料“签章”是指：主
文档所有者的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签名，或者签名加组织机构盖
章。中文资料“签章”是指：代理
机构的组织机构盖章，或者其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加组织机
构盖章。

建议：四、进口主文档登记资料如无特殊
说明，原文资料需由主文档所有者或其境
内代理机构法人代表签章，中文文本由代
理机构签章。原文资料“签章”是指：主文
档所有者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境内代理机构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名，或者签名加组织
机构盖章（如有公章）。中文资料“签章”
是指：代理机构的组织机构盖章，或者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加组织机构盖章。
签名（加盖章，如有）在主文档资料的封
面即可。

建议允许境外主文档所有者授权其
境内代理机构法人代表代为签字；
明确在文档资料上的签章要求，如
封页，并请考虑境外厂商存在没有
公章的情况方便境外申请企业操作。

2.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指导原则；

涉及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和意见 依据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指导原则》五、主
文档内容

五、主文档内容
主文档的内容可以涉及医疗器械
原材料（体外诊断试剂除外）等。
医疗器械原材料主文档可以包括
原材料组成成分描述、性能研究
资料、生物学评价资料 / 毒理学
风险分析资料等。
主文档的形式要求详见相关的登
记标准，参照《医疗器械注册申
请电子提交技术指南》以电子文
档形式提交。

建议：五、主文档内容
主文档的内容可以涉及医疗器械原材料
（体外诊断试剂除外）等。医疗器械原材
料主文档可以包括原材料组成成分描述、
性能研究资料、生物学评价资料 / 毒理学
风险分析资料等。
对同一类别不同规格型号的原料可通过一
个主文档进行登记，并明确各个不同规格
型号的原料相应信息所在的页码。
主文档的形式要求详见相关的登记标准，
参照《医疗器械注册申请电子提交技术指
南》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电子文档的具
体要求另行发布。相关的纸质申请表则直
接递交至受理窗口或邮寄至受理窗口。

方便企业进行主文档登记，减少不
必要的重复登记和审查。
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的公
告中明确“……主文档所有者在器审
中心登记平台填写基本信息后，将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申请表、医疗
器械主文档更新登记更新申请表（附
件 1、附件 2）、证明性文件、授权
文件、技术资料等登记文件提交至
医疗器械行政受理服务大厅（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8 号大
成广场 3 门 1 层）。”，因此请进一
步明确提交方式是电子提交或纸质
文件提交，以及如何参照医疗器械
注册申请电子提交技术指南》中目
录格式要求。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指导原则》七、主
文档授权相关要求

申请人可以使用主文档内容支持
医疗器械注册、变更、临床试验
审批等申请事项。

建议：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可以使用主文
档内容支持医疗器械注册、变更、临床试
验审批等申请事项。

建议明确此处“申请人”为“医疗器械
注册申请人”，防止产生歧义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指导原则》七、主
文档授权相关要求

授权书中应包括使用主文档的被
授权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称、
申请事项、已登记的主文档编号、
授权使用的主文档页码 / 章节信
息等内容，授权书需由主文档所
有者签章，境外主文档所有者的
授权书应经过公证，授权书样式
可参考附件 1。

建议：授权书内容详见附件一。授权书需
由主文档所有者或其授权的其境内代理机
构签章。授权书样式可参考附件 1。

建议删除授权书中应包括使用主文
档的被授权生产企业名称、产品名
称、申请事项、已登记的主文档编
号、授权使用的主文档页码 / 章节信
息等内容。内容在附件一中有详述，
不必重复。
授权书作用仅为对已登记的主文档
的资料信息的引用许可，不存在造
假的必要及风险。同时进口主文档
所有人一般通过国内代理开展业务，
因此应允许代理机构在取得授权的
情况下出具主文档授权书。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指导原则》七、主
文档授权相关要求

一旦使用该主文档内容的医疗器
械申请事项得到受理，则该授权
不得撤销。

建议：使用该主文档内容的医疗器械注册
申请人应在申请获得受理后告知主文档所
有者或其境内代理机构医疗器械注册受理
编号。一旦使用该主文档内容的医疗器械
申请事项得到受理，则该授权不得撤销。
当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实际并未使用主文
档所对应的原料时，则签发该授权的机构
有权向 CMDE 申请撤销该主文档授权。

主文档所有者或其境内代理机构并
无法知道下游企业医疗器械的注册
申请是否已得到受理。因此也应开
辟通道给主文档所有者进行下游被
授权产品的查询。应明确可以撤销
的情况及撤销程序方便主文档所有
者在必要时能撤销对下游医疗器械
的主文档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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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要求；

4.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操作规范

涉及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和意见 依据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要求》整个文本

整个文本 建议：与《关于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事项
的公告》附件 4《医疗器械主文档登记资
料形式要求》合并

两个《要求》很多内容重复，有些要
求还互相矛盾（例如对境外主文档
所有者信息的填写要求就不一致），
合并后更简洁，也方便企业理解和
执行。

涉及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和意见 依据
《医疗器械主文档登
记操作规范》第六条

第六条 主文档审评 建议：第六条 主文档关联 最终审评的是医疗器械，主文档只
是与医疗器械相关联提供技术资料
帮助其审评。原题目容易引起误解
认为医疗器械审评中心开始审评医
疗器械原料。建议改为“第六条 主文
档关联”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draft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f explosive 
hazardous chemicals

2

Summary: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draft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f explosive 
hazardous chemicals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ve members: Axalta, BASF, DOW, Honeywell, IFRA, Solvay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ssued the draft management measurers on explosive 
chemicals on Jan. 21, 2019. Upon circulation to members, we received several inquiries, most of them 
are for classification on the scope of explosive chemicals and how we different the management over 
substance or product(mixtures). And we are concern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issues especially the 
consistence of between local and national system when the information tracking system is established. We 
are also concerned on term of non-operational information internet service system, which shall have exact 
clarific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ing requirements between the company website and some other 
professional purchasing platform, like Taobao, Alibaba, etc. 

Actions at sub-committee: 
Circulated the draft measurers on Jan. 21,2019
Collected comments by Feb. 11,2019
Group Discussions upon feedback, Feb. 15th,2019
Follow up discussion, Feb. 15-18th, 2019
Draft position by Feb. 18th, 2019
Circulated to members, Feb. 19th,2019

The position paper with three major concerns for further clarifications:
1．Clarify the scope and main purpose the electronic tracking and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MPS,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etc.
2．Clarify the scope of explosive chemicals, especially for those management measures on products and 
mixtures of explosive chemicals.
3．Further convey the concerns on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Dangerous Goods on 
the Internet and Non-operational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ubmit to sponsor board for approval, Feb. 19-20th, 2019
Submit the position to MPS, By Feb. 20th, 2019
Any technical discussions shall be initiated upon necessity 

Comments (see attachmen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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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公安部 :

您好！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鉴于贵司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发布关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社
会意见，受到了行业内特别是各跨国化工公司的广泛关注。AICM 所属公司高度重视，非常关注危险
化学品特别是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相关规定、电子信息系统建立以及电子追踪标识的管理和具体实
施工作。

经过后续研究及讨论，形成如下初步反馈，现提供给贵司：
一、我们建议明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法规的适用范围，以

免后续执行环节出现理解的偏差。特别是明确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无含量说
明的混合物的具体含量要求，以便从业单位判定。

二、需要明确信息系统建立和电子追踪标识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与时间安排，希望有相应的技
术标准或规范，以避免实际监管或实施层面的歧义。

三、建议进一步明确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否指企业不能在网上随意发布易制爆化学
品的销售信息，如发布在淘宝上，只有办理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才能发布在
本公司的网站上？目前，通过一些专业的化工品信息和交易网站，如阿里巴巴、有料网等，化工企
业发布产品信息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但按照本条的要求，以及《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发布管理规
定》等法规，不允许企业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从而与上述实际情况发生冲突，建议立法和执法机构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考虑。

如上，供您在文件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综合考虑，并期待着后续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
交流与合作。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邮编：100028

AICM 关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
意见与建议

附件 
AICM 关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序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
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是指生产、经营、储
存、使用、运输及处置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单位。

建议：处置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的单位，是仅指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流通中处置的环节
还是也包含了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终端的处置单位。危废
处置单位是否也要遵守相关
的系统登记，现场储存等要
求。明确处置的要求细则。

在《GB 34330-2017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中，处置
的定义为：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
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
废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它危
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
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

2 第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
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的原则，强
化和落实从业单位的主体责任。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是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第一责
任人，对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治安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建议：只使用“主要负责人”
这一概念，与国务院 591 号
令保持一致。

主要负责人的确认是公司内部决定，大多数涉危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但也有许多不是同
一人的情况。故建议只使用“主要负责人”这一概念，与
591 号令保持一致，而且给予企业自主决定的主要负责
人的空间。
根据《安全生产法》中对负责人的规定：第五条  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
责。根据国务院 591 号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对负责人的规定：第四条  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以下统称危险化
学品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工作全面负责。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又是
不同行政管理范围下的定义。 

3 第六条  

公安机关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系统，并实现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
公安机关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应当对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实行电子追踪标识管理，监
控记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
流量。
 

建议：公安机关和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
并实现全国信息系统互联互
通。
公安机关和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从业单位应当通过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监控记
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
流量。

对于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从业单位支持并
希望实现全国互联互通，以保证各个地方的执行标准一
致。需要公安部明确细节，作为出口方在国外的情况，
进口方如何使用化学品信息系统进行信息的录入。 
不建议实行电子追踪标识管理，具体理由陈述如下：
1. 基于草案的目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与流
向等信息已通过公安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信息系统互联互
通实现。
2. 化学品品种及数量在 GB 15258 的标签规范中已有所
体现，而且对进口企业，若从源头进行电子追踪是很大
挑战。
3. 危险化学品流向与快递不同，快递转移到每一个节点
都是由同一个公司管理，因此能保证信息的录入；而
危险化学品从生产商到最终用户会经过若干经销商，很
难保证每一层级的经销商都向生产商的数据库中录入信
息。而且，由企业建立电子追踪标识信息系统，也是对
企业技术和经济能力的巨大考验，短时间内很难广泛实
施。

4 第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
当加强对治安管理工作的检查、
考核和奖惩，及时发现、整改治
安隐患，并保存检查、整改记录。

建议：明确记录保存的时间。

5 第十条

第十条以外的其他单位购买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销售
单位出具以下材料

建议：第十条以外的其他单
位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应当向销售单位出具以下材
料，并遵守相关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系统的相关要求。

对“其他企业”在地方公安部门办理初次购买手续的相关
流程做简要说明

6 第十五
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和
分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
准和规范要求，对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作出电子追踪标识，识读电
子追踪标识可显示相应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以及流向
信息。

建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
产、进口和分装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通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系统监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

若需要必须实施电子标识管理，建议公安部负责相关信
息系统的主体建立，各企业作为使用方接入此系统，而
不是各企业分别建立自己的电子标识系统。目前，所有
的易制爆销售和运输行为都已在公安局的网站上录入信
息，因此，公安部门最有条件建立这样的信息系统，并
且能保证信息的标准化。
若确实需要企业实施电子标识管理，建议就具体内容及
目的给予细化，追踪标识内容应列明，以便于企业落地
实施。同时，希望明确信息系统建立和电子追踪管理的
具体实施方案与时间安排，希望有相应的技术标准或规
范，以避免实际监管或实施层面的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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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十六
条

第十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应当如实登记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销售、购买、出入库、
领取、使用、归还、处置等信息，
并录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系统

建议：第十六条  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如实登
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
购买、出入库、领取、使用、
归还、处置等信息，并录入
企业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系统

上海已建立“上海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理信息系
统”， 加入“企业 " 旨在区分由公安部门建立的信息系统。

8 第十七
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转
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
置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
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
当报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县级公
安机关治安部门备案。

增加过期或其他原因报废的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该如何处
置的说明，以及是否应该通
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
统或其他方式，向公安部门
进行备案等

原文没有说明因为产品过期或者包装损坏的问题导致的
产品无法卖出，这种对报废的产品的处理，是否也需监
控，或其他方式？

9
第

二十二
条

第二十二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从业单位依法办理非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
在本单位网站发布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信息。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
当在本单位网站主页显著位置
标明可供查询的互联网信息服
务备案编号。

建议：请明确什么是“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是否指企业不能在网上随意发布易制爆化学品的销售信
息，如发布在淘宝上。只有办理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
息服务备案手续”后，才能发布在本公司的网站上？“目前，
通过一些专业的化工品信息和交易网站，如阿里巴巴、
有料网等，化工企业发布产品信息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
但按照本条的要求，以及《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发布管
理规定》等法规，不允许企业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
网应用服务中发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从而
与上述实际情况发生冲突，建议立法和执法机构对此进
行进一步的考察和考虑。”

10
第

二十五
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
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建立健全
治安保卫制度，配备专职治安保
卫人员负责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治安保卫工作，并将治安保卫机
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报
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
备案。治安保卫人员应当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经培训
后上岗。

建议修改为 : 生产、储存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应
当 设置治安保卫机构，建立
健全治安保卫制度，配备专
职治安保卫人员负责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治安保卫工作，
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
人员的配备情况报所在地县
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备案。
治安保卫人员应当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经培
训后上岗。

本办法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是指生产、经
营、储存、使用、运输及处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而经营、使用或处置环节都涉及到储存，则应按照办法
对储存的要求设置治安保卫机构；同时运输不太可能实
现治安保卫机构，故建议具体到生产、储存的从业单位。
同时，与国务院 591 号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保持一致，“生产、储存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 应当 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
安保卫人员。”

11
第

二十九
条

第二十九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储存场所（储存室、储存柜除外）
治安防范状况应当纳入单位安
全评价的内容，经安全评价合格
后方可使用。

建议：第二十九条  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储存室、
储存柜除外）治安防范状况
应当纳入单位安全评价的内
容，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
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
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
次安全评价， 对存在问题进
行及时整改。

针对此条目，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1. 此处所要求的安全评价，是否需要有相应资质的第三
方安全评价机构来进行，还是企业可以自行评价？
2. 如果需要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来进行，目
前安监系统认可的安全评价机购是否具有进行此类评价
的资质，并被公安机关认可？
3. 若目前安监认可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有能力有资质进行
易制爆相关的安全评价，对于已使用的易制爆储存场所，
能否通过现行每三年一次的安全评价进行评价。

3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Summary: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raft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Issuer: IPA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from: AkzoNobel, Arkema, Axalta, BASF, Clariant, Covestro, Croda, DIC, Dow, 
DuPont, ExxonMobil, Evonik, ExxonMobil, Honeywell, LANXESS, Lubrizol, Lyondellbasell, Merck, PPG, Shell, 
Symrise, with all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sub-committee meeting and round-table meeting.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We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this draft regulation of key significance to 
chemical management issued b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on Jan. 11,2019. And IPAC received 
nearly 300 items from more than 20 members. Following sub-committee meetings and  several group 
discussions, we had a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invited MEE officials from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Division newly established since institutional re-shuffle and technical experts on Feb. 14th, 
2019 to address most of our concerns and going through all comments from our members about 30 
membership companies at round-table meeting.  Some concerns are released after exchanges with officials. 

Our concern and suggestions:
1.General suggestions:
- Strengthening public supervision 
- Enterprises shall set up full-time or part-time chemical management personnel 
-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risk assessment, which includes general 
screening principles, criteria/standards, models adopted, and procedures for participation in screening and 
evaluation 
- Refer to the measures for th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ransfer und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 It is suggested to reconsider the requirement of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technical guidance shall be 
developed further and only general statement shall be included into the regulation. 
2． Other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modifications are made in the working sheet upon internal alignment. 

Actions at sub-committee：
Circulate the draft and form by Jan. 11, 2019
Core Team Meeting, Jan. 16th,2019
Visit SCC and communicate with MEE officials, Jan. 23,2019
MEE invited AICM to meeting, Jan. 24,2019
Collect comments of members by Jan. 25th,2019 (Nearly 300 items from 20+membership companies)
Sub-committee Meeting on Jan. 29th,2019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MEE officials and SCC Technical Institute, Feb. 14,2019
Sub-committee meeting, Feb. 19th, 2019
Finalize position by Feb. 19th, 2019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ubmit position upon approval by Feb. 22,2019
Any technical discussions shall be initiated upon necessity  
Comments (see attachmen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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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司 :

您好！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

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
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
形象。

鉴于贵司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发布关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意见，此征求意见稿受到了
行业内特别是各跨国化工公司的广泛关注。AICM 所属会员公司高度重视，非常关注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中涉及信息搜集、信息报告、筛
选及风险评估的相关规定。在征求意见前期阶段，共征集到了来自跨国公司的近 300 条反馈意见与建议，在这些所提交反馈的公司中，
既有涉及生产和进口的原材料供应商、也有加工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公司代表参与讨论，同时在地域上也覆盖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
多个区域的广泛代表性，也兼顾到了来自某些特定行业代表的关注度。经过后续多轮研究及讨论，形成如下初步反馈，现提供给贵司。

《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条例》的起草在中国化学品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落实《宪法》“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积极步骤。
作为责任关怀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AICM 相信《条例》必将为中国环境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必将大幅提高整个社会，包
括各政府部门、工业界和公众对化学品环境管理的重视程度。基于此，我们的建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原则性建议，一个是对
具体条款的建议。

一、原则性建议：
（一）强化公众监督
化学品具有管理难度高、技术性强、隐蔽性大、违法行为不易发现等特点，除了突出政府部门的“有形之手”作用外，还应大力强化“无形之手”，

充分发挥公众、上下游产业链、同业的监督作用，以此作为政府执法的有效补充。在目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公众监督”仅在第十条予以原
则上规定。与此对应的是，《食品安全法》第 115 条对处理公众举报的流程，奖励以及保护有着详细规定，在法律层面上充分肯定了公
众举报在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

     我们建议：在第十条对公众监督的方式，保护等方面予以细化。
（二）企业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化学品管理人员
化学品管理专业性强，需要化工、环境，健康以及法规方面综合知识。目前仅有跨国企业配备了专职的化学品管理人员，他们是本

企业所涉及化学品风险评估的主要参与者、上下游风险沟通的承担者，通常对化学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具有一票否决权。国内企业普遍
不太重视化学品管理工作，化学品管理岗位和职能缺失，对于落实化学品管理法规要求缺乏人员和能力的持续稳定保障。

正是意识到了人员对于落实安全要求的重要作用，因此《安全生产法》要求企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WTO 通报稿）要求企业配备“化妆品安全评估人员”，对相关安全工作的开展提供组织上的保障。

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应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化学品管理人员”。
（三）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到风险评估的过程中
    征求意见稿中，企业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有限，仅局限于年报和提供数据。我们认为，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对完善风险评估的

机制非常重要：
  企业不仅掌握了化学品的危害信息，而且对化学品的应用也非常了解，部分企业深入参与了国外政府机构对特定化学品的风险评估

全过程，对风险评估的流程、工具、数据有深度的认识，可以为政府部门主导的评估工作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风险评估是双向过程，通过不断调整风险控制措施，以达到风险可控的目的。没有企业的动态输入，风险评估可能不够全面或与生

产实践脱节。
企业是风险控制措施的具体执行者。
基于如上考虑，我们建议：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企业参加到风险评估的过程中来，包括参与筛选和评估的原则、标准、采用模型以及

程序的设定等。
（四）信息公开和传递参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我们注意到第二十二条中详细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内容。根据《环境保护法》制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已有详细规定，

若在此再行规定，可能会造成与《办法》内容重复，不一致或不能及时随《办法》更新。
因此，我们建议：在条例中不再另行作详细规定，仅引用《办法》即可。
（五）建议重新考量信息报告制度要求
信息报告是政府收集信息、为后续的管控打下夯实基础的重要步骤。要求报告的信息内容、频率、范围、量限等因素都决定了未来

信息管理和信息使用的程度。如频率因素，化工行业是典型周期性行业，欧盟、美国等采取的是 3-5 年的汇报制度，目的是平衡景气和萧
条周期，以真实地反映化工行业真实的产量 / 进口量。

因此，我们建议：在条例中进行原则性规定，信息报告的具体要求后续制定相应的规范或指南。
二、具体条款的建议：具体内容见附件 1
如上，供您在文件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综合考虑。并期待着后续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邮编：100028

AICM 关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条例》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与建议

附件 1 
AICM 关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序号 条款 原文 修改建议 主要理由
1 0 优先控制化学物质 , 第 4,15，16, 

17, 18, 19, 20, 22, 36, 38 条
建议：条例中的【优先控制化学物质】与
2017.12 颁布的 [ 优先控制化学品（第一批）] 
正式名称不符（简称【优控目录】）。化学
品包括混合物和产品，其范围大于化学物
质，由于条例是上位法，并且要管理的对象
是化学物质， 为免混肴，建议在条例颁布
的同时，也应该同时更正【优控目录】的正
式名称为【优先控制化学物质】。

条例中的【优先控制化学物质】与 2017.12
颁布的 [ 优先控制化学品（第一批）] 正式名
称不符（简称【优控目录】）。化学品包括
混合物和产品，其范围大于化学物质，由于
条例是上位法，并且要管理的对象是化学物
质， 为免混肴，建议在条例颁布的同时，也
应该同时更正【优控目录】的正式名称为【优
先控制化学物质】。

2 3 第三条【管理原则】化学物质的
环境风险管控，应当坚持分类管
理、源头预防、综合管控、公众
知情的原则，重点管控固有危害
大、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
或在环境中可能长期存在并可能
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较大
风险的化学 物质。

建议：第三条【管理原则】化学物质的环境
风险管控，应当坚持分类管理、源头预防、
综合管控、公众知情的原则，重点管控固有
危害大、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或在环
境中可能长期存在并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造成较大风险的化学物质。同时考虑
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暴露情况、平衡管控措
施的成本与社会经济效益和健康生态环境
保护等各方面的考虑。

建议不仅考虑化学物质的固有危害性，同时
需要考虑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暴露情况，从
而对风险高低进行评估。重点管控的对象应
该是风险高的物质，而不单单是固有危害大
的物质。在管控的同时，需要兼顾政府行政
能力以及控制成本，对行业影响大、暂时没
有良好替代产品的物质，应该给予一定的过
渡期。另外在颁布各管理办法和管控目录时
应该明细合理可行的浓度限值。

3 3 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管控，应当
坚持分类管理、源头预防、综合
管控、公众知情的原则，重点管
控固有危害大、具有持久性、生
物累积性、或在环境中可能长期
存在并可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造成较大风险的化学物质。

　 建议本条例或后续的技术支持规章 / 指南中
明确识别“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的科学
定义和判识标准，以及如何界定“较大风险”。
明确定义、列入优评、优控、严格限制目录
的原则，增加名录纳入和优评优控物质监管
的透明性和科学性。
按照条例所述，进入优评计划的化学物质，
企业需要报告物质相环境排放的数据，企业
周边情况，必要的化学物质物理化学性质、
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数据，可能被要求
开展化学物质相关危害特性测试。企业希望
能够有明确的筛选原则进行优评物质的筛
选，确实筛选出需要评估和管控的物质，把
企业有限的人力物质更好的加以利用。

4 4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全国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
作，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国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管控工作。

建议：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全
国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制订并公布
化学品环 境风险优先评估工作计划，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管控方案，指导、协调和监督
全国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工作，定期检查
管控措施实施的效果和进行必要的管控措
施的修正

结合条例中涉及的评估和管控要求，对生态
部的工作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

5 5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的化
学、化工、健康、环境和分析测
试等 方面的专家组成。 

建议：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由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化学工业界推荐的化学、
化工、健康、环境和分析测试等方面的专家
组成。 

建议增加化学企业代表，这样才能更加均衡
和公平地评审。

6 9 出具测试数据的境外测试实验室
应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实验室管
理要求。

建议：出具毒理和生态毒理学测试数据的境
外测试实验室应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实验
室管理要求。

1. 建议与新化学物质 7 号令第 19 条中的要
求一致。
如果这里的良好实验室管理要求是指 GLP 实
验室，对大多来自 ISO 17025 或当地国家政
府认可的实验室（不一定是 GLP 实验室）获
得理化数据的物质来说，影响较大
如果 7 号令按这个条例改，对行业的影响较
大

7 9 第九条【化学物质测试管理】为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和新化学
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提供生态毒理
学、健康毒理学测试数据的境内
实验室，应当通过计量认证 , 符
合良好实验室管理规范，严格按
照化学物质测试相关国家标准开
展测试工作。测试实验室应当对
其出具的测试结果的真实性负
责，承担法律责任。

建议：第九条【化学物质测试管理】为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
记提供生态毒理学、环境归宿、健康毒理学
测试数据的境内实验室，应当通过计量认证 ,
符合良好实验室管理规范，严格按照化学物
质测试相关国家标准开展测试工作。测试实
验室应当对其出具的测试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无上述方法的项目，可采用相应的国家
标准或者国际通用的规范方法进行测试；对
于尚无规范性方法的特殊项目，允许采用探
索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测试，同时应附有详尽
的方法选择说明和完整的实验报告。

 当国家未出台某些项目的测试标准，国际上
则已有可使用的测试标准时，使用国际标准
或者探索性的新标准是有必要的，不会导致
试验的开展推迟，可为化学物质的申报以及
风险评估提供更多的测试数据作为评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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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化学物质测试管理】建议增加 建 议： 除 测 试 外， 建 议 将 此 条 重 新 命
名或建议在此条增加一些对于动物试验
原 则 的 条 款， 如 鼓 励 减 少 动 物 实 验 而 用
替 代 性 方 法， 允 许 QASR， Read-Across,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并且鼓励通过数据
共享，避免对同一物质的重复实验等。

风险评估不仅依据化学物质的测试数据，还
可依据其它数据得出。

9 11 《中国化学物质名录》包括在实
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前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生产
或加工使用的化学物质，以及根
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有关规定
列入的化学物质。

建议：第十一条【中国化学物质名录】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公布《中国化学
物质名录》。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收集和整理已
在中国境内生产，进口，销售或加工使用的化
学物质，并对其定期列入，增补和修正。
《中国化学物质名录》包括在实施新化学物
质环境管理登记前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合法生产，进口，销售或加工使用的化学
物质，以及根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有关规
定列入的化学物质。

10 12 第十二条【环境风险评估】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包括化学物质
基本信息报告、环境风险筛查、
化学物质赋存情况调查监测和风
险评估等活动。

建议：在附则里增加定义。 建议使用容易理解的词语或给出术语定义。

11 16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优
先评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
作，委托相关技术支持单位开展
危害评估和暴露评估，分析判别
化学物质可能对生态环境风险和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效应的关键环
节和影响程度，出具环境风险评
估报告。报告应明确化学物质环
境风险情况，为制定优先控制化
学物质名录和实施风险管控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环境风险评估报
告应通过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的技术评审。

建议：修改为“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
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委托相
关技术支持单位开展化学物质物理化学性质、
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数据信息收集﹑危害
评估和暴露评估，并依据证据权重的原则科
学分析判别化学物质可能对生态环境风险和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效应的关键环节和影响程
度，出具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在此期间，鼓
励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相关数据和暴露信息收
集，以及参与危害评估和暴露评估。报告应
明确化学物质环境风险情况，为制定优先控
制化学物质名录和实施风险管控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应通过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技术评审。” 

1）建议明确证据权重法的科学地位
2）建议在进行化学物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听取企业的意见
和建议。收集必要的数据是开展所有风险评
估（包括环境风险评估）不可缺失的重要步
骤。而在此阶段，可鼓励相关企业共同参与
其中，提交自有数据，有助于帮助相关技术
支持单位进行危害评估和暴露评估。
3）目前对于很多化学物质，特别是存在较
高环境和健康危害的物质，世界各国和机构，
特别是 OECD，欧盟 ECHA，美国 EPA，日本
NITE 等等是有很多数据和风险评估报告的，
且是公开可得，且不断增加和更新的。

12 16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优先
评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作，
委托相关技术支持单位开展危害评
估和暴露评估，分析判别化学物质
可能对生态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造
成危害效应的关键环节和影响程
度，出具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报告
应明确化学物质环境风险情况，为
制定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录和实施
风险管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环境
风险评估报告应通过化学物质环境
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技术评审。

建议：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优先评
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委托相关技
术支持单位开展危害评估和暴露评估，依据
证据权重的原则科学分析判别化学物质可
能对生态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效
应的关键环节和影响程度，出具环境风险评
估报告。

明确证据权重法的科学地位；证据权重法已
经被各个监管机构写入并应用到评估过程
中，虽然个监管机构的具体应用和对于权重
的赋值观点有异，但是就方法学的学科性而
言，应该体现在条例层面而非技术层面，因
为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事情而是哲学层面
的考量角度和方式，我们迫切地希望这点能
明确在条例层面。

13 17 第十七条【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
录】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农业农村、卫生健康、
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根据
化学物质可能对生态环境、人体
健康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制定、
调整和公布优先控制化学物质
名录。经环境风险评估可能对生
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不合理风
险、需要实施风险管控的化学物
质列入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录。

建议：第十七条【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录】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卫生
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根据化学
物质可能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的危害和影
响程度，制定、调整和公布优先控制化学物
质名录。经环境风险评估对生态环境或人体
健康存在不可控风险、需要实施风险管控的
化学物质列入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录。

将“不合理”改为“不可控”，体现了风险评估
的实质，即在危害识别和暴露评估的基础上
得出风险表征和风险控制措施。如果在通常
的风险控制措施下，化学物质的环境和健康
风险依然很大，不可以有效控制化学物质的 
环境和健康风险，则列入优先控制化学物质
名录。

14 17 制定、调整和公布优先控制化学
物质名录

建议：1）建议制定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时，
整合或者取消 2017 年 12 月 28 日由环境保
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 联合发布的《优先控制化学品名
录（第一批）》，以保持法规名录清晰不混乱；

使法规操作性强，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

15 17 【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录】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
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督
管理等有关部门，根据化学物质
可能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的危
害和影响程度，制定、调整和公
布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名录。

建议：增加频率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公
布？

公开透明

16 18 第十八条【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管
控措施】根据优先控制化学物质
产生或可能产生环境风险的主要
环节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应
制定风险管控政策，采取下列一
种或几种措施，预防和降低化学
物质的环境风险：

建议：第十八条【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管控措
施】根据优先控制化学物质产生或可能产生
环境风险的主要环节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
应制定风险管控政策，采取下列一种或几种
措施，预防和降低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
（一）对向大气环境排放的，优先纳入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管控；
（二）对向水环境排放的，优先纳入有毒有
害水污染物名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进行管控；
（三）对向海洋环境排放的，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管控；
（四）对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优先纳入重
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管控；
（五）无害化利用或处置含有优先控制化学
物质的固体废物；
（六）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七）对于有限制用途的物质，当用途发生
变化时，对于通过新物质登记引入的物质，
需要依照第四章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对于已
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且在优先控制
化学物质名录中对用途有限制的，若用途发
生变更，需要进行新应用的风险评估。
（八）限制用途；
（九）限制产品中的含量。
第（一）～（七）项管控措施由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监督落实。
第（八）项管控措施由国务院发展改革、工
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主管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并监督落实。
第（九）项管控措施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主
管部门制定并监督落实。

17 19 制定、调整和公布严格限制化学
物质名录

建议：1）建议制定严格限制化学物质名录
时，整合或者取消之前环保部、商务部、海
关总署联合公告 2017 年第 74 号（关于发
布《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2018
年）的公告），以保持法规清名录晰不混乱；
2）建议设定严格限制化学物质名录物质在
混合物中的浓度限值，比如混合物中的严格
限制化学物质浓度含量超过某一含量时需
要管控，浓度含量低于该限值时的则不需要
管控；或者严格限制化学物质作为杂质（非
有意添加）在混合物中出现时可以被豁免

使法规操作性强，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

18 19 优先控制化学物质在采取了第
十八条规定的相关风险管控措施
后，依然不能有效控制绝大多数
用途风险，应根据国家经济、技
术条件，进行严格限制，禁止用
于特定某些用途外的其他用途。

建议：实施相关风险管控措施后，依然不能
有效控制绝大多数用途风险的建议“再次进
行风险评估并确立新的风险管控方案并实施”

　

19 21 第二十一条【化学物质进出口管
控】严格限制的化学物质实施进
出口许可管理。进出口严格限制
化学物质的，应符合国家和有关
国际条约关于化学物质来源和用
途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事先知
情同意等程序。
凡进口或出口严格限制化学物质
及其混合物的企业，应在进口或
出口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交申请表、法人证书、营
业执照以及证明其符合相关管理
要求的申请材料。

建议：第二十一条【严格限制化学物质进出
口管控】严格限制的化学物质实施进出口许
可管理。进出口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的，应符
合国家和有关国际条约关于化学物质来源
和用途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事先知情同意
等程序。
凡进口或出口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的企业，应
在进口或出口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提交申请表、法人证书、营业执照以及证
明其符合相关管理要求的申请材料。

第二十条是关于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的进出口
管理；标题中列明严格限制化学物质进出口，
有助于区分管理范围的要求。
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管理的化学物质为物质或
化合物。
如需管理含有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的混合物，
按照分类管理的思路，进行区别化管理，建
议在条例的子法规中另行规定；并对产品中
含有小量的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给与豁免。

20 21 第二十一条【化学物质进出口管
控】
凡进口或出口严格限制化学物质
及其混合物的企业，应在进口
或出口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提交申请表、法人证书、
营业执照以及证明其符合相关管
理要求的申请材料。

建议：第二十一条【化学物质进出口管控】
凡进口或出口严格限制化学物质及其混合
物的企业，应在进口或出口前，向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申请表、法人证书、营
业执照以及证明其符合相关管理要求的申

请材料。

目前根据 HS Code 识别需管控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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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第二十二条【信息公开和信息传
递】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
立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信息
公开平台。生产、加工使用或进
口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企业应当
每年在平台上发布上一年度优先
控制化学物质的名称、数量、用
途、环境排放情况，含优先控制
化学物质的固体废物产生和处置
情况，以及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落
实情况等，并对其自行发布的环
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负责。

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企业应当
向下游用户传递优先控制化学物
质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要求。

建议：第二十二条【信息公开和信息传递】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优先控制化
学物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按《企业事业单
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执行。
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企业应当向下游用户
传递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要求。

按《环境保护法》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
信息公开办法》执行。

22 23 第二十三条【一般规定】国家实
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
度。生产或进口新化学物质的企
业，应在生产或进口前进行登记
或备案。未登记或备案的新化学
物质，不得生产或进口。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的具体
规定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制定。

建议：第二十三条【一般规定】国家实行新
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生产或进口新
化学物质的企业，应在生产或进口前进行登
记或备案。未登记或备案的新化学物质，不
得生产或进口。
加工使用者不得加工使用没有登记的新化
学物质。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收取费用。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的具体规定由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

加工使用者虽然未给与登记的权利，但应不
得使用未登记的新化学物质。

23 24 新化学物质登记 建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与本法标题保持一致
24 24.4 对同时符合持久性、生物累积性

和毒性化学物质标准或具有同等
危害性的新化学物质，不予登记，
并列入第二十条规定的禁止化学
物质名录。

建议：对同时符合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
性化学物质标准的新化学物质，在采取相关
风险管控措施后，依然不能有效控制风险
的，不予登记。

1）条例明确立法基础（使用范围） 对化学
品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实施环境风险管控。 
管理风险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的管控
原则应该一致，都应该着眼于管理风险。对
新化学物质只基于起危害就采取“不予登记”
不符合立法的整体思路。 
2）新化学物质本身就是在限制用途、限制
使用（进口 / 生产）量， 并在风险评估报告
中评估风险可控下的风险管控措施下进行活
动的，且《条例》在现有 7 号令管理要求的
基础上更加具体的指出“限定新化学物质排
放量或排放浓度”。可以预测能够管理好新
化学物质的
3) 对于在国外已经使用过的新化学物质，收
集国外已有的暴露信息，全面进行风险评估；
对于全球范围内都是新化学物质的情况，基
于理化数据、工艺条件，已知的和法规要求
的毒理学测试数据，计算机模拟数据、交叉
参照等进行全面分析，对新化学物质进行环
境风险评估、实施环境风险管控。
4)“具有同等危害性”的标准在科学上也很难
界定，难以实施并执行。
5）“并列入第二十条规定的禁止化学物质名录。”
在目前科学认知下就直接判定列入禁止名录
中，难免操之过急，在特定的应用或用途中，
即使 PBT 物质也有其优势，建议慎重放任何
物质进入禁止名录。

25 25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证应当载明登记证持有人、登记
证号、化学物质名称、登记用途、
登记量级或数量、活动类型，以
及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建议：建议增加证书上明确申报人 申报人列入登记证有利于企业明确申报主体
及开展活动 , 也有利于向下游客户传递登记
信息。

26 25 新化学物质登记证 建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 与本法标题保持一致
27 25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应当

载明登记证持有人、登记证号、
化学物质名称、登记用途、登记
量级或数量、活动类型，以及环
境风险管控措施。

建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应当载明
登记证持有人、登记证号、化学物质名称、
登记用途、登记量级或数量、活动类型、管
理类别，以及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1. 原新化学物质登记证上有”管理类别“一栏；
2. 保留”管理类别“一栏便于企业对物质进行
梳理与管理

28 26 【登记后管理】登记证持有人应
向下游用户传递新化学物质危害
信息与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要求，
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新化学物质上一年度实际生产、
进口以及环境中的暴露等情况。
更改新化学物质名称，或改变登
记用途，或增加生产、进口量级
或数量，或活动类型由进口变为
生产的，需重新登记。登记证载
明其他事项发生变化的，登记证
持有人应按有关规定申请变更。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
时公开登记证核发、变更、注销
和撤销等情况。
取得登记满五年的新化学物质，
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
公告，列入《中国化学物质名录》。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载明
用途限定条件的，列入《中国化
学物质名录》时应明确用途限定
条件。

建议：【登记后管理】对于有危害的新物
质，登记证持有人应向下游用户传递新化学
物质危害信息与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要求，向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新化学物质
上一年度实际生产、进口情况，开展生产活
动的登记证持有人还应报告环境中的暴露
等情况。
更改新化学物质名称，或改变登记用途，或
增加生产、进口量级或数量，或活动类型由
进口变为生产的，需重新登记。登记证载明
其他事项发生变化的，登记证持有人应按有
关规定申请变更。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开登
记证核发、变更、注销和撤销等情况。
取得登记满五年的新化学物质，由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公告，列入《中国化学
物质名录》。取得登记未满五年的新化学物
质，登记证持有人可以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申请提前或者延迟列入《中国化学物
质名录》。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载明
用途限定条件的，列入《中国化学物质名录》
时应明确用途限定条件。

1. 无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没有危害信息可以传
递。
2. 生产企业可以报告暴露情况，贸易型进口
企业无法报告暴露情况。
3. 变更物质名称不涉及风险控制变化，因此
可按照现行 7 号令的规定只需要提交变更申
请和物质标识资料，无需重新登记。
4. 变更用途应重新提交风险评估，但没有必
要重新登记。
5. 不同行业对于登记后列入名录的时间需求
不同，有的希望尽早列入名录，有的希望晚
列入。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需要申请提前
或延迟列入名录。

29 27 第二十七条【新化学物质备案】
符合下列情形的新化学物质，应
当在生产或进口前办理备案，
但满足第四十三条豁免条款的除
外。
（一）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进
口量不满 1 吨的；
（二）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
2% 的聚合物或属于低关注聚合
物的；
（三）以工艺和产品研究开发为
目的，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不满
10 吨，且不超过二年的。
   办理新化学物质备案，应当提
交新化学物质备案表、符合相应
备案情形的证明材料、法人证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已知的物
理化学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
毒理学数据等相关材料。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新化学物
质备案材料后，对齐全完整的发
送备案回执，并存档备查。
  备案人取得回执后，可开展所
备案新化学物质的相关活动，但
须遵守备案规定条件。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公开备案情况。

建议：第二十七条【新化学物质备案】符合
下列情形的新化学物质，应当在生产或进口
前办理备案，但满足第四十三条豁免条款的
除外。
（一）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不满 1 
吨的；
（二）未登记新化学物质单体含量低于 2%
的聚合物，新化学物质单体已登记的聚合物
或属于低关注聚合物的；
（三）以工艺和产品研究开发为目的，年生
产量或进口量不满 10 吨，且不超过二年的。
  办理新化学物质备案，应当提交新化学物
质备案表、符合相应备案情形的证明材料、
法人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已知的物
理化学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数据
等相关材料。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
新化学物质备案材料后，对齐全完整的发送
备案回执，并存档备查。
  备案人提交备案后，可开展所备案新化学
物质的相关活动。并按照规定对备案回执以
及备案材料进行保存。
   备案后的新化学物质活动或者信息发生变
化的，需要重新备案。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备案情
况。

（二）条目：该条目仅考虑到了未登记新化
学物质单体低于 2% 的聚合物情形，但没给
新化学单体含量大于 2% 的聚合物以可行的
出路，因此后者必须走登记流程。
聚合物具有如下特点：
a. 数个单体的任意组合，可以衍生出大量的
聚合物；吨位也高。因此全部都走登记流程，
经济上和操作上不可行。类似聚合物的重复
测试、申报核评估，也占用了宝贵的行政资
源。
b. 由于聚合物的分子量大于单体，其穿过生
物膜的能力（生物可获得度）小于对应的单
体，健康和环境危害低于单体。物理危害性
也随着分子量增加也相应降低。换句话说，
单体的危害和风险是聚合物的最差情形；
c. 单体是聚合物源头。用相应单体的登记，
替代聚合物的登记，从风险识别、控制来说
是更直接，便捷的手段。
（三）条目：现行法规下，新化学物质备案
提交后即可开展活动，符合国家行政法规管
理要求；建议条例与现在的要求保持一致，
备案提交后即可开展相应的活动。企业则必
须尽到保存备案回执和申报材料的责任。
希望备案规定中能够明确，如果条件变化是
需要进行备案变更还是重新申请备案，明确
后有利于企业合规

30 28 第二十八条【信息保密】申报人
或备案人对所提交的申报或备案
材料中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
密要求保密的，应当在申报或备
案材料中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
说明材料。

建议：第二十八条【信息保密】申报人或备
案人对所提交的申报或备案材料中涉及商
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要求保密的，应当在申
报或备案材料中提出申请。

保密信息不需要提供说明材料。

31 28 第二十八条【信息保密】申报人
或备案人对所提交的申报或备案
材料中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
密要求保密的，应当在申报或备
案材料中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
说明材料。
对涉及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的信息，不得要求保密。明其他
事项发生变化的，登记证持有人
应按有关规定申请变更。

建议：第二十八条【信息保密】申报人或备
案人对所提交的申报、备案或列入名录材料
中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要求保密的，
应当在申报、备案或列入名录申请材料中提
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
涉及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信
息，不得要求保密。

登记后的新化学物质满足 5 年后，列入名录。
企业有对申报物质列入保密目录中的需求，
建议条例保留现在的流程，允许企业决定选
择列入保密或者公开目录中。
涉及化学物质的危害信息企业不得保密，但
是化学物质的物质信息是企业的关键信息，
允许企业使用化学物质类名进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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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第三十三条【测试实验室法律责
任】测试实验室出具虚假试验报
告的，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或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处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五年内不再受理其
提交的测试报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议：第三十三条【测试实验室法律责任】
测试实验室出具虚假试验报告的，由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
的测试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并及时在生态环境部网站上进行公告。

信息公开，以便企业及时了解掌握符合要求
的测试实验室信息。

33 36 未按照国家规定用途，生产或加
工使用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的

建议：未按照国家规定用途，加工使用严格
限制化学物质的

用途和生产无关。第十九条对严格限制化学
物质的管控要求是“进行严格限制，禁止用
于某些特定用途外的其他用途”，并无生产。

34 38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新危害特
性信息报告的。

建议：修改成：（四）新化学物质未按照规
定进行新危害特性信息报告的。现有物质未
按规定将新危害特性信息进行传递的。

新化学物质汇报 , 现有物质传递。 新化学物
质是企业自有的物质，负责相关安全信息。
现有物质则有可能在危害等信息上本身有分
歧。并且，现有物质危害报告的体系目前也
未建立。
另外， 根据 第三十条“【新危害信息报告】 
生产、 加工使用和进口企业发现新化学物质
有新的危害特性时，应及时向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 门报告 .“也 针对的是新化学物质。

35 42 化学物质加工使用，是指利用化
学物质进行的生产经营等活动，
不包括使用含化学物质的物品的
活动。

化学物质加工使用，是指利用化学物质通过
单独或者组合过程进行分装、配制或者制造
的生产活动 , 不包括使用含化学物质的物品
的活动。

化学物质的的经营不属于加工使用的范围

36 42 无 建议：增加对‘优先评估化学物质’，‘优先控
制化学物质以及‘环境友好型化学物质’等的
定义。 　

明确各类物质的确定原则

37 43 第四十三条【豁免条款】用于实
验室规模的研究或用作参照标准
的化学物质不适用本条例，但
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达到或超过
100 千克的新化学物质除外。

建议：第四十三条【豁免条款】生产量或者
进口量不满 100 千克的新化学物质不适用本
条例。
    已有其他法律法规管理的物质，例如农药
原药等，不适用于本条例。
    混合物、杂质、副产物、非有意生产的化
学物质、非分离中间体等不适用于本条例。
    未经加工的天然存在的物质不适用于本条
例。
    非工业类的生产加工使用不适用本条例。
    进口后，在临时存放在保税区，保税仓，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关监管等区域并未经
过任何加工（包括改换包装、挑选、整理等；
仅换标签不属于加工）即全部出口的，不适
用本条例。      

目前国际上相似化学物质管理的国家，豁免
条款按照数量（1 吨或 100 千克）进行豁免，
而不是按照化学物质应用领域，建议采用国
际通用作法，采用数量豁免，鼓励企业进行
创新，推进新产品上市和降低成本；100kg
限制，对于环境和人体造成的风险比较低。 
    已有其他法律法规管理的物质，例如农药
原药，在进行注册登记时已经完成了生态环
境风险评估及经环境暴露引发的人体健康风
险评估，故建议进行豁免。
    建议从实际活动上，增加豁免更多的豁免
情况，区域范围例如（临时存放在保税区，
并未经过任何加工即全部出口的）。

38 0 中国化学物质名录 ( 第 11，25，
26，42  条 )

建议：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与该名录目前法规的正式名称不符，为免混
肴，建议更正为一致的名称。除非该名录目
前的正式名称也同时作相应的修改，又或其
实是另指不同的名录 , 则应补充说明。

4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Summary: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Draft for Comment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kzoNobel, Arkema, Axalta, DOW, DuPont, ExxonMobil, Evonik, LANXESS, 
Nouryon, PPG, Riotinto, Shell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MOT issued draft for comments on Feb. 15th, 2019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Feb. 15th, 2019
Group discussion and reviewed the position on March 4th,2019
Draft position March 4th, 2019
2nd review at core team, March 5-6th, 2019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review, March 7,2019
3rd group review on the position on March 8th,2019
Finalized position and further group review by March 10th, 2019
Submitted to board for approval by March 13,2019
Submitted to MOT on March 14-15th,2019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MOT) together with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PS).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EE),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EM) and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SAMR) issued the draft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on Feb. 2019，which fully adopted our years' argument of our 
members since 2013 on the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especially on below:
- Resolve our main concern on regulatory status of two standards “Excep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GB28644.1)” and “”Limited quantities and packing requirements of dangerous goods (GB28644.2)”, 
which can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at national level. 
e.g. Where the dangerous goods with exceptional quantity and limited quantity are in mixed loading with other 
dangerous goods and ordinary goods, it does not need to comply with the isolation requirements. 
- Included the technical guidance promoted and newly issued, series of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oad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JT-T617.1-7-2018 , which can resolve most of concerns o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t road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To give quite positive feedback to MOT and the state council to promote the regulatory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clarify on th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a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and 
some items we concerned, w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voicing out on behalf of industry to the state council. 

Summary: 
1. The draft regulation on Safety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is welcomed by industry, 
which can resolve most of our concerns on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among 
ministries and requirements at road transportation. Further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dangerous goods as below: at manufacturer and use we will advise to use hazardous chemicals, for transportation and 
an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we will use transportation. 
2. We are concerned on the statement of Article 10 that we shall need to have a testing report issued by certified 
facility. We suggest it shall be the liabilities of the consignor to determine if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properties instead of request for such testing report. 
3. Further clarif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road transport permits in the measures: for dangerous goods which 
are explicitly prohibited to be transported and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with special provisions, such as highly toxic 
chemicals, civil explosives and radioactive substances. Road permits are not required for other general hazardous 
chemical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the State Council, MOT and relevant experts,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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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您好！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
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各跨国公司一直持续关注我们国家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办法》修订进展，我们也期待着
与贵司密切合作，共同为推动我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科学管理及有效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鉴于
贵司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再次发布《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受到了行业内特别是各跨国化工公司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此《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对于我国的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和实施至关重
要，特别是从管理办法而言，对于例外数量与有限数量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定给予了明确的说明，
并在《办法》中明确提出例外数量、有限数量危险货物包件与其他危险货物、普通货物混合装载时，
免除隔离要求。这对于无论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还是道路运输执法部门、托运人和承运人都具有
明确的指导作用。

AICM 所属会员公司高度重视，经过后续研究及讨论，尚有如下几点建议，现提供给贵司：
一、关于“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具体行文的适用范围进行进一步明确
由于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定义以及描述在现行条件下对于企业的安全生产以及交通运

输的托运人和承运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给监管部门、执法者及行业带
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基于《办法》中关于“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在此《办法》具体行文的适用
范围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责任、法律责任等具体描述，我们建议在生产和使用环节，采用“危险
化学品”的描述，在运输以及运输设备的特定技术要求时使用“危险货物”，具体建议请参见附件内容。

二、关于第十条中“托运人托运危险性质不明的危险货物，应当向承运人提供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的危险特性鉴定技术报告。”的修改建议。

原文：第十条 托运人应当确保所托运的危险货物的分类、分项、品名和品名编号符合《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2 部分：分类》（JT/T 617.2）《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
求索引》（JT/T 617.3）的要求。

托运人托运危险性质不明的危险货物，应当向承运人提供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危险特性鉴定技
术报告。

建议修改为：第十条 托运人应当确保所托运的危险货物的分类、分项、品名和品名编号等符合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2 部分：分类》（JT/T 617.2）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3 部分：品
名及运输要求索引》（JT/T 617.3）的要求。

托运人托运危险性质不明的危险货物，可以委托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鉴定机构进行危险特性鉴
定，取得危险特性鉴定技术报告。

托运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
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

理由如下：
1、JT/T 617.2 和 JT/T 617.3 中除了分类、品名和品名编号还有其他的内容；
2、第十条中两个标准的名称之间需要放一个连接词；
3、货物的危险性尚不明确时，对货物托运有主体责任的托运人必须先明确货物的危险性。可

以委托符合国家规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再按照第十条中分类、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标准的要求
进行危险货物分类并运输条件的确定。

4、根据现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591 号令）中第六十三条中规定，原文“托运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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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
三、建议删除第七十六条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应当载明“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

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的描述
原文：第七十六条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应当载明危险货物的托运人、收货人、装货单位、始发地、

目的地、运输企业、危险货物品名编号、品名、危险货物类别及项别、包装及规格、数量、24 小时
应急联系电话等信息，以及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
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可以是电子或者纸质形式。
建议修改为：第七十六条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应当载明危险货物的托运人、收货人、装货单位、

始发地、目的地、运输企业、危险货物品名编号、品名、危险货物类别及项别、包装及规格、数量、
24 小时应急联系电话等信息。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可以是电子或者纸质形式。
建议删除：以及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等危

险货物安全信息。
理由如下：
1、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等安全信息在托运人的责任

处提出，不需在托运清单处列明。具体参见第十条修改建议。
2、托运单中的联合国编号、正式的运输名称、分类及包装类别已经清晰转达了危险货物的危险

性；
3、实际运输时，司机并不会携带托运单，应急信息是依靠安全卡传递的；
4、托运单中显示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等危

险货物安全信息会使托运单变得复杂和太多文字，影响联合国编号、正式的运输名称、分类及包装
类别的显示。

四、 建议在《办法》中进一步明确道路运输通行证的适用范围
原文：第六条 禁止托运、承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及国家政策文件禁止运输

的危险货物。
建议修改为：
第六条 禁止托运、承运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及国家政策文件禁止运输的危险

货物。
有专项法规规定需要办理道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化学品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道路运输通行

证，如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和放射性物品。
其它的一般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办理道路运输通行证。
理由如下：
1、第五十二条中提到对剧毒品等要求运输通行证，这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会要求

一般危险品车也办理通行证，而且有效期非常短，有的才一到两个月。加剧了危险品运输资源短缺
及运营难度。

2、国家对地方的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适当管理可以更好的便利运输，节省资源，促进工业的发
展。这也是第五条中的总原则“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便利运输”的具体体现，敬请考虑。

上述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 1 关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与意见的具体内容。

如上，供您在文件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综合考虑，我们也期待着此《办法》修改完善后能够尽
快发布！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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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ICM 关于《内河禁运危险化学品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与建议

序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1 为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
预防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建议：为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
管理，预防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
根据 XX 法律、XX 行政法规，制定本
办法。说明本办法的上位法是什么，
和在本办法中提到的其他规定的关系。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里多
次提到按照 JT/T  617 来进行分类等，另现
行有效的还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
定】，请问此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并
建议说明本办法的上位法是什么，和在本
办法中提到的其他规定的关系。

2 4 国家建立危险化学品监管信息共享
平台，利用信息共享加强运输安全
管理。

建议：国家建立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
物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利用信息共享
加强运输安全管理。

该《办法》的出台给企业执行层面明确了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区别，具有重大
意义。在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时，是否
也可以区分 2 者的差别。

3 6 第六条 禁止托运、承运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及国家
政策文件禁止运输的危险货物。

第六条 禁止托运、承运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国家标准及国家政策文件
禁止运输的危险货物。
有专项法规规定需要办理道路运输通
行证的危险化学品需要按照相关规定
办理道路运输通行证， 如剧毒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和放射性物品。 
其它的一般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办理道
路运输通行证。

1. 第五十二条中提到对剧毒品等要求运输
通行证，这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中有些
地方会要求一般危险品车也办通行证，而
且有效期才一到两个月。加剧了危险品运
输资源短缺及运营难度。
2. 国家对地方的道路运输行政许可的适当
管理可以更好的便利运输，节省资源，促
进工业的发展。这也是第五条中的总原则“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便利运输”
的具体体现，敬请考虑。

4 7 第七条 托运人、承运人、装货人应
当制定危险货物运输作业查验、核
准和登记制度，人员安全培训制度、
设备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等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

建议：第七条 托运人、承运人、装货
人应当制定危险货物运输作业查验、
核准和记录制度，人员安全培训制度、
设备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等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

避免与其他法规中的登记相混淆

5 7 托运人、承运人、装货人应当对与
危险货物托运、承运、装货操作相
关的本单位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
培训和每月日常安全教育培训。未
经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的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建议：托运人、承运人、装货人应当
对与危险货物托运、承运、装货操作
相关的本单位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
培训和定期安全教育培训。未经岗前
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不得
上岗作业。

对于日常安全教育培训，托运人一般不涉
及实际操作，故建议将频率改为至少一个
季度进行一次。承运人和装货人仍可以按
月度培训。

6 8 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挂靠经营。 建议删除此条款要求； 目前确实存在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挂靠经营
的现象，但并不是所有挂靠经营车辆都有
安全问题；挂靠经营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能够补充国内危险货物运输运力不足的情
况；一刀切的简单禁止不是最好的解决办
法，应该给出挂靠经营的危险货物的具体
管理要求，充分、合理、安全地管控、利用、
调动国内的现有资源，明确被挂靠单位的
管理责任。

7 9 法律责任 建议新增：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提供包
装完好的危险废物交付给运输单位，
开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运输单位在
接收危险废物后，对道路运输过程中
的车辆和货物状态负责，如有发生因
运输不当造成的泄漏和包装破损等事
故，由运输单位承担责任。 运输单位
交付给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后，责任由
处置单位负责。

针对危废转移的特殊情况，明确界定法律
责任。新增一条

8 10 第十条 托运人应当确保所托运的危
险货物的分类、分项、品名和品名
编号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2 部分：分类》（JT/T 617.2）《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3 部分：品
名及运输要求索引》（JT/T 617.3）
的要求。
托运人托运危险性质不明的危险货
物，应当向承运人提供符合国家规
定要求的危险特性鉴定技术报告。

建议：第十条 托运人应当确保所托运
的危险货物的分类、分项、品名和品
名编号等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
则第 2 部分：分类》（JT/T 617.2）和《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3 部分：品名
及运输要求索引》（JT/T 617.3）的要求。
托运人托运危险性质不明的危险货物，
可以委托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鉴定机
构进行危险特性鉴定，取得危险特性
鉴定技术报告。
托运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承
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
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
应急处置措施。

理由如下：1、JT/T 617.2 和 JT/T 617.3 中除
了分类、 品名和品名编号还有其他的内容；
2、第十条中两个标准的名称之间需要放一
个连接词
3、货物的危险性尚不明确时，对货物托运
有主体责任的托运人必须先明确货物的危
险性。可以委托符合国家规定的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再按照第十条中分类，品名及
运输要求索引标准的要求进行危险货物分
类并运输条件的确定。
4、根据现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591 号令）中第六十三条中规定，原文“托
运人应当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
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

9 24 第二十四条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
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
危险化学品，不得超载。

建议：第二十四条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
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危险
货物，不得超载。

此处核定载质量包括包装的质量，建议使
用危险货物

10 2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
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
危险化学品，不得超载。

建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应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
载危险货物，不得超载。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交通设备的
要求，不是危险化学品的。预测会导致在
各地区执行办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
物的危险化学品的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
行在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11 33 收货人应当及时收货，并按照安全
操作规程进行卸货作业。

建议：收货人应对危险货物优先收货，
并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卸货作业。

强调危险货物在收货过程中的优先顺序；
确保危险货物被优先处理，减少事故发生
风险

12 37 液体危险化学品常压罐式车辆罐体
生产企业应当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并按照《道路运输液体危险
货物罐式车辆》（GB18564）要求设
计、制造罐体。

建议：液体危险货物常压罐式车辆罐
体生产企业应当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并按照《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
物罐式车辆》（GB18564）要求设计、
制造罐体。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常压罐式车
辆罐体要求，不是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
致在各地区执行办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
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
执行在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13 37 装载液体危险化学品的常压罐式车
辆罐体经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并经国务院市场监管部门
与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公
布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销售。

建议：装载液体危险货物的常压罐式
车辆罐体经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并经国务院市场监管部门与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公布的
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方可出厂销售。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常压罐式车
辆罐体要求，不是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
致在各地区执行办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
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
执行在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14 49 公安机关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
素划定限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
的区域、路段、时段，设置明显的
标志并提前 15 日向社会公布。

建议：公安机关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
的因素划定限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
行的区域、路段、时段及重要节假日，
设置明显的标志并提前 30 日由官方的
社会公布渠道进行公布。

1，建议提前 30 天； 2， 明确社会公布渠道 1，
15 天比较短，企业不够时间提前计划，应
急；2， 目前缺乏统一，官方的社会公布渠
道，而且地方差异很大。节假日都是固定的，
不属于突发，意外情况，可以先说约定并
公示，给企业提供方便，事先计划。

15 49 （五）0 时至 6 时通过高速公路运
输危险化学品。 

建议：（五）0 时至 6 时通过高速公路
运输危险货物。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16 51 高速公路服务区应当为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提供停车服务。

建议：应当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其他
允许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的道路的
沿途停车点提供停车服务。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
条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
不得有疲劳驾驶行为，即连续驾驶机动车
超过 4 小时必须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 20 分
钟。但是同时本办法第四十九条可以在 0
时至 6 时限制高速公路运输危险化学品，
那么 0 到 6 时危险化学品运输就需要走其
他道路，这 6 个小时内至少需要休息 1 次，
希望能有正规停车休息点。

17 52 （六）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
危险化学品及常压罐式车辆罐体质
量违法行为和常压罐式车辆罐体检
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合格证书的行
为。

建议：（六）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
查处危险货物及常压罐式车辆罐体质
量违法行为和常压罐式车辆罐体检验
机构出具虚假检验合格证书的行为。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18 57 第五十七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现
危险化学品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许可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品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在托
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
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或者匿报为
普通货物托运的；

建议：第五十七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发现危险货物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委
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
的企业承运危险货物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在托运
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
将危险货物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
托运的；

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有重叠但也存在区
别，属于危险化学品不一定是危险货物（例
如：CMR 类别 1 的化学品）；这部分危险
化学品不属于危险货物不需要承运人有危
险货物运输许可，也有危险货物但是不属
于危险化学品（例如棉花，鞭炮等），因
此建议分别开来。

19 57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现危险化学品
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建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现危险货
物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0 57.1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许可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品的；

建议：（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
可的企业承运危险货物的；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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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7.2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在托
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
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或者匿报为
普通货物托运的；

建议：（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
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或者将危险货物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
货物托运的；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2 58 第五十八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现
危险化学品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运输危
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
剂，托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
况告知承运人的；

建议：第五十八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发现危险货物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运输危险
货物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托
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况告知承
运人的；

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有重叠但也存在区
别，属于危险化学品不一定是危险货物（例
如：CMR 类别 1 的化学品）；这部分危险
化学品不属于危险货物不需要承运人有危
险货物运输许可，也有危险货物但是不属
于危险化学品（例如棉花，鞭炮等），因
此建议分别开来。

23 58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现危险化学品
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建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发现危险货
物托运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4 58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运输危
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
剂，托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
况告知承运人的；

建议：（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运
输危险货物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
剂，托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况
告知承运人的；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5 59 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发现相关企业
具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当责
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一）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使用
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的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超过
车辆核定载质量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违反
本办法第四十九条，未经公安机关
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
通行的区域的。

建议：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发现相关
企业具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当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一）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使用安全
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车辆
运输危险货物的；
（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
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超过车辆
核定载质量运输危险货物的；
（三）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违反本办
法第四十九条，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进
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
域的。

第四十九条使用的是危险货物，建议保持
与前文一致。 

26 59.1 （一）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使用
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的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建议 :（一）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
者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使用
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车辆运输危险货物的；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7 59.2 （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者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超过
车辆核定载质量运输危险化学品危
险货物的；

建议 :（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或
者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超过
车辆核定载质量运输危险货物的；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8 59.3 （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违反
本办法第四十九条，未经公安机关
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
通行的区域的。

建议 :（三）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违反
本办法第四十九条，未经公安机关批
准进入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
区域的。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29 63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危险化学品
常压罐式车辆罐体生产企业违反本
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销售未经
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危险化学
品常压罐式车辆罐体的，应当责令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建议 :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危险货物
常压罐式车辆罐体生产企业违反本办
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销售未经检验
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危险货物常压罐
式车辆罐体的，应当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30 66 公安机关发现发现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不配备
押运人员的，应当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建议 : 公安机关发现发现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不配备押运
人员的，应当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31 67 （一）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处 1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议 :（一）运输危险货物的，处 1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条款指的是承运危险货物的要求，不是
危险化学品。预测会导致在各地区执行办
法时把危险货物和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
品混淆，以同样的要求执行在非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

32 75 第七十五条 下列运输活动及运输车
辆不需要遵守有关承运企业资质、
运输车辆及其外观标志、人员资格、
道路通行等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要
求。
（一）个人携带的，用于个人、家
庭使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能够
防止内装物泄漏的零售包装（中型
散装容器、大型包装或者罐式车辆
罐体、罐箱不视为零售包装）的危
险货物；当这些危险货物为易燃液
体，且充装于可重复充装的容器中
时，每个容器和每个运输单元的容
量分别不得超过 60L 和 240L。
（二）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或
者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关于危
险化学品确定原则，但未列入《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3 部分：品
名及运输要求索引》（JT/T 617.3）
并且不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
则第 2 部分：分类》（JT/T 617.2）
标准的化学品。
（三）地方人民政府及负有安全监
督管理职责的管理部门在应急响应
及监管时组织的运输。
（四）《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
定的在转移、运输环节实行豁免管
理的危险废物。
（五）诊断用放射性药品。
（六）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
定的其他物质或者物品。

建议 : 第七十五条 下列运输活动及运
输车辆不需要遵守有关承运企业资质、
运输车辆及其外观标志、人员资格、
道路通行等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要求。
（一）个人携带的，用于个人、家庭
使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能够防止
内装物泄漏的零售包装（中型散装容
器、大型包装或者罐式车辆罐体、罐
箱不视为零售包装）的危险货物；当
这些危险货物为易燃液体，且充装于
可重复充装的容器中时，每个容器和
每个运输单元的容量分别不得超过 60L
和 240L。
（二）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或者
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关于危险化
学品确定原则，但未列入《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规则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
要求索引》（JT/T 617.3）并且不符合《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第 2 部分：分类》
（JT/T 617.2）标准的化学品。
（三）地方人民政府及负有安全监督
管理职责的管理部门在应急响应及监
管时组织的运输。
（四）《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
的在转移、运输环节实行豁免管理的
危险废物。
（五）诊断用放射性药品。
（六）符合 JT/T617 中相关豁免条款要
求的危险货物 ;
（七）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物质或者物品。

建议理由 : 符合 JT/T617 中相关豁免条款要
求的危险货物，属于此项豁免项之一。

33 76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应当载明危险货
物的托运人、收货人、装货单位、
始发地、目的地、运输企业、危险
货物品名编号、品名、危险货物类
别及项别、包装及规格、数量、24
小时应急联系电话等信息，以及危
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
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
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可以是电子或者
纸质形式。

建议修改为：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应当载明危险货物
的托运人、收货人、装货单位、始发地、
目的地、运输企业、危险货物品名编号、
品名、危险货物类别及项别、包装及
规格、数量、24 小时应急联系电话等
信息。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可以是电子或者纸
质形式。

建议删除：以及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
注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
急处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理由如下：
1/ 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急救措施、
消防措施、泄漏应急处理等安全信息在托
运人的责任处提出，不需在托运清单处列
明。具体参见第十条修改建议。
2/ 托单中的联合国编号、正式的运输名称、
分类及包装类别已经清晰转达了危险货物
的危险性；
3/ 实际运输时，司机并不会携带托单，应
急信息是依靠安全卡传递的；
4/ 托单中显示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
意事项、急救措施、消防措施、泄漏应急
处理等危险货物安全信息会使托单变得复
杂和太多文字，影响联合国编号、正式的
运输名称、分类及包装类别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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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rial Guidelines to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Summary: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rial Guidelines to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issued by MEM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rkema, Axalta, BASF, Clariant, Covestro, DOW, DuPont, Evonik, ExxonMobil, Infinium, 
LANXESS, Nouryon, PPG, SABIC, Shell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The trial document with guidelines to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was issued in 
2015, which guide the industry and local authoriti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icensing system at MEM. With great efforts of IPAC advocating team in 2017 and 2018, MEM and NRCC just launched 
the platform this year for channeling the revision of classific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case of any update of 
data generated, which may lead to further classification update. Per the review of current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and real practices during the past 4 years, there still need some clarifications especially when some 
registration or licensing requirements applied to industry. To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embers,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our position as attached. 

Action Items: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notice, March 18th,2019
Hosted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Meeting, March 19th,2019
Solicit members' comments by April 15th,2019
Several discussions to review feedbacks, April 18-19th,2019
Draft position per discussion and circulated to core team, April 19-24th,2019
Accomplished position upon review April 25-26th,2019
Circulated to core team for further review, April 26-28th,2019
Circulated to al members for the draft position, April 26-28th,2019
Finalization of Position upon further review, April 28th,2019
Submit to the board for approval April 28-30th, 2019
Submit the position to MEM and NRCC, April 30th,2019

Our Suggestions:
3. Positive feedback to MEM and NRCC especially on the initiation of such platform for data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from industry with full consideration of scientific approach of Weight of Evidence during evaluation. 
4. Address our concerns and provide the suggestion on the following items with concrete explanations to support our 
argument.   
- Further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scope for reg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ng 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r those mixtures 
with the main content listed in the Catalogue. 
- Further clarify the statement on those hazardous substances falling into category of dangerous goods. 
-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working sheet of guidelines can be only regarded as a 
Reference/Recommendation but not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industry and authorities during implementation as 
company owns the data and there may have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result. 
- For those substances/mixtures(liquid) with the Flash Point (closed cup) Less than or equal to 60 ℃ , they shall be 
considered as flammable liquid and subjec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5. Continue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embers that exemption articles shall be considered for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s 
for R&D purpose or with low volume when manufactured or imported.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M and NRCC, April 30th,2019
Discussed with officials and experts on technical section through visits and round-table meetings, May-June, 2019

Comments (see attachment, in Chinese) 

尊敬的应急管理部：
尊敬的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贵司于 2019 年 3 月中旬对“《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文件“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此举受到了行业内特别是各跨国化工公司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指南
（以下简称《实施指南》）中有关危险化学品的 GHS 分类信息的更新通知以及平台的建立受到了国
内外各化工行业，如欧洲化学工业协会、美国化学会、日本化学工业协会等组织及 AICM 的普遍欢迎。
贵司对化工行业内所持续关注的《实施指南》中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的更新渠道给予及时回应，并
开通危险化学品危险性统一分类申报平台，广泛收集危险性分类信息和技术支持文件并征求行业内
的分类意见。企业因此可基于证据权重分析进行打分，管理机构及专家对所提供的分类信息进行梳
理并组织后续讨论。为此，AICM 及所属公司对应急管理部及化学品登记中心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此
次《实施指南》修订工作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与此同时，AICM 也向各国际化工行业组织呼吁各
公司在此次危险性分类信息平台提交过程中，对于所需提交的数据和资料信息，应该给予充分的资
源和技术支持。我们也将密切关注平台的系统维护以及后续的分类更新过程，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我们也了解到，《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自发布以来，通过近四年的实施，《实施指南》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给予了行业及地方主管部门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实
际操作上的问题。经过充分研究及讨论，我们形成如下初步反馈，现提供给贵部和中心： 

一、 建议明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中涉及的行政许可与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危险化学品”范围 
（一）针对《实施指南》第五条
原文：五、主要成分均为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并且主要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之和不小

于 70% 的混合物（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除外），可视其为危险化学品并按危险化学
品进行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在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时，应注明混合物的商品名称及其主要成分含量。

建议修改为：五、主要成分均为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并且其中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单一
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不小于 70% 的混合物（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除外），可视为危
险化学品并按照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安全监管部门按照目录内的条目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手续；
其生产或进口企业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3 号）进行危险化
学品登记。

理由如下： 2015 版《危险化学品目录》其他事项第四条规定，“除混合物之外无含量说明的条目，
是指该条目的工业产品或者纯度高于工业产品的化学品“。对于混合物，如果其已经列入了《目录》，
则混合物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只要其浓度限值，范围等符合《目录》中有含量说明的相关条目，
则应按照《目录》进行行政许可等管理。 

对于未列入《目录》的混合物，仅仅将其含有的列在名录上的主要成分加和并超过 70% 后判定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
文件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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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危险化学品并进行行政许可等管理是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物理危害、健康危害、环境危害之间
并没有加和性。比如急性毒性的组分不应该与腐蚀性的组分百分比相加和，以作为危险化学品的判
定依据。另外，70% 的判定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原文写的是主要成分加和不小
于 70%，这样就可能造成一个判断困难，如果列入目录内的组分含量都很低但个数较多，全部加和
在一起超过了 70%，该怎么办理相关登记和许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各地应急响应主管部门办理
行政许可的原则还是按照目录内的单独物质名称发证。因此，建议 70% 原则不应考虑加和，只要混
合物组分中的某一个属于危险化学品的组分的质量比或者浓度达到或者超过了 70%，就可以判定为
该混合物应等同于《目录》内条目进行管理，进行行政许可。

（二）针对《实施指南》第六条
原文：六、对于主要成分均为列入《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并且主要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之和

小于 70% 的混合物或危险特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生产或进口企业应根据《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
与分类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0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鉴定分类，经过鉴定分类属
于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3 号）进
行危险化学品登记，但不需要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手续。

建议修改为：六、除第五条规定之外，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办理相
关安全行政许可手续。生产或进口企业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 53 号）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主要危险性相同的产品可进行系列危险化学品登记。主要危险性是
指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物理危险，健康危害急性毒性类别 1，2,3；和其他健康危害属于类别
1 以及环境危害属于类别 1（包括慢性水生环境类别 2）。

理由如下：
1、明确需要进行安全行政许可和仅需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危险化学品”范围；
2、安全行政许可作为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的最有效和严格的管控措施，是生产、经营危

险化学品的准入门槛。要将地方应急管理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已知的风险性最大的危险化学
品的监管和控制中；

3、危险化学品登记是为了全面了解各个企业生产、进口、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因此
除了安全行政许可的危险化学品需要登记，符合”主要危险性确定原则“的危险化学品也需要登记；

4、 “主要危险性”的概念考虑到了危险风险较大的危害终端，根据以往发生危险事故的经验，
造成重大特大人员伤亡的恶性事故，是由于化学品的物理危害和主要危险的健康和环境危害造成的；
因此制定合理可控的危险化学品登记范围，可以释放出监管部门的人力，投入到风险更大的管理之中，
才是有效的管理；建议主要危险性考虑（1）危险化学品中符合危险货物分类原则的（2）不符合危
险货物分类原则但有严重健康和环境危害的类别。也即所有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物理危险，
急性毒性健康危害和其他类别 1 类的健康危害以及类别 1 类的环境危害（慢性水生环境包括类别 2）。

5、允许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按照”主要危险性”系列登记，减少企业重复递交相似危险化学品危
害信息；可以大大节省安全监管部门的文件审核工作，将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危险性大，风险
性高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中；

二、建议明确目前已经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为推荐性分类信息 , 在各级监督管理部门执
行过程中仅作为参考而不是重要依据或强制执行

原文：八、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 是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判定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重要依据。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可根据《指南》中列出的各种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有针对性的指导企业按照其
所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建议修改：八、危险化学品推荐性分类信息表是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判定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的
参考依据。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可根据《指南》中列出的各种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检查企业是否按
照其所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我们建议目前已经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为推荐性分类信息 , 在各级监督管理部门执行过
程中仅作为参考而不是重要依据或强制执行，主要基于如下几点原因：

1、GHS 分类更多的是一个依据数据和相关架桥原则而进行技术判别的过程，不适合“一刀切”而

成为行政管理的手段。另外如果要建立 GHS 分类表并发布的话也应该有全套的数据文献进行支撑才
行。

2、目前全球未有统一化学物质分类并且物质的危害性或危险性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实施化学
品分类和标签规范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发布化学物质强制性分类的国家非常有限；以欧盟为代表的
地区，发布的化学品统一分类信息，也是综合了大量企业提交的数据，动员大量专家通过审核、评估、
论证等一系列流程才正式发布。

3、危险化学品生产和进口企业作为危险化学品直接责任人，对其化学品的危害分类信息负责。
作为责任主体，已经掌握了许多数据分类；应该鼓励企业法规层面的主体责任，贡献分类数据，国
家安全监管部门应该起到审核、筛选、评估、监督的主要作用；才能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并让企业
在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全过程中担任主要角色。

4、企业需要对 SDS 和标签上体现的数据和分类信息负责。1）如果企业手里有在符合良好实验
室规范下进行的相关检测或根据架桥原则进行的严格判定都不能支持分类到更严重的等级，应该接
受企业的自行分类数据。2）在企业有充分依据的条件下，该化学品可以采用更科学的类别。不同企
业对于化学品生产工艺有所不同，生产的化学品内杂质有所不同因此特性可能有所差别。3）化学品
的分类如严于或低于名录的分类信息表，可允许企业提供证据申请变更，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应可以采纳。另外，如果企业手里的数据和信息支持分类到更严重的等级，则更应该接受企业的自
行分类数据。

5、明确监管部门是监督的角色，而企业则是落实措施的主体。
6、如确需强制性分类清单，则定期每年通过公开网站接受企业提交的分类信息，并公示已经通

过审核的化学品分类，给予企业提出意见的机会，通过审核筛选公示通过后，可由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年度发布正式强制性最低分类，并让企业有一定的过渡期来实施强制性最低分类，充分考虑到企
业安全技术说明书和标签制作周期是切实可行的操作方式，并且需要与工作场所安全的规定保持一
致。

三、 建议明确区分危险化学品中属于危险货物种类，应该符合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定      
原文：十、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部门的相关规定。
建议修改为：十、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部

门的相关规定。
由于危险货物与危险化学品既有重复也有互相不涵盖的范围，不是所有危险化学品都是危险货

物，只有属于危险货物时在运输时才需要按照危险货物的要求进行管理。目前在路政，海关等对涉
及进出口及运输相关执法部门的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特别容易混淆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的区别。
而海关的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也不太理解 GHS 分类在各个国家是有区别的。针对此现象，我们衷心希
望指南修订的时候能够予以考虑，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与分辨并在执法层面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
用。特别是在危险货物运输、港口作业的过程中能够让基层的执法人员能够正确、科学地辨析 GHS
所规定的标签与运输危险货物所要求粘贴标志的不同，避免由此产生货物滞留问题。

基于如上考虑，我们建议：
1、 明确区分危险化学品中属于危险货物种类，应该符合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定； 
2、 在空运、海运、陆运及邮递环节，化学品按照危险货物进行管理，没有危险化学品概念，

针对化学品，相关部门有更为专业的特殊管控，建议在具体领域按照特殊法进行操作管理，特殊法
法律效力优于一般法，更适用于具体操作环境，也更为专业。

3、 基于此文件对地方各基层执法人员的指导作用，我们建议加强对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基
层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

四、建议化学品只要满足《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化学品
原文：2828 项中化学品只要满足《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

化学品。为方便查阅，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中列举部分品名。其列举的涂料、油漆产品以成膜物
为基础确定。例如，条目“酚醛树脂漆（涂料）”，是指以酚醛树脂、改性酚醛树脂等为成膜物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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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油漆涂料。各油漆涂料对应的成膜物详见国家标准《涂料产品分类和命名》（GB/T 2705-2003）。
胶粘剂以粘料为基础确定。例如，条目“酚醛树脂类胶粘剂”，是指以酚醛树脂、间苯二酚甲醛树脂
等为粘料的各种胶粘剂。各胶粘剂对应的粘料详见国家标准《胶粘剂分类》（GB/T 13553-1996）。

建议修改：化学品只要满足《目录》中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化学品。
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
1、删除为查阅方便而列举的部分品名；目前所列举的“常见品种“ 并不能穷尽列举目前市面上

的树脂、涂料等类别；条目有限并且产品树脂类别与其危险性，并未直接对照关系，建议删除；改
为依据闪点进行分类，与易燃液体的分类原则相一致；

2、现在有些地方的操作要求，列入第 2828 项下的 88 个小类别的产品可直接办理经营许可证，
未列入的产品需要做鉴定分类并按产品名称申请列入，与仅凭闪点的这个判定原则相悖，增加了企
业和监管部门双方的行政负担及成本。其实没必要穷举所有的小项，因为符合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
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化学品，可以把所有此类的化学品统一管理。

3、2828 条目已经给出清晰的闪点判定标准，此条目就是管理易燃液体，指南第 2828 项中 88
个小项远远不能满足企业产品的需要，未列入这部分易燃液体申请行政许可，无可适用选项，则不
能进行许可证申请，未能对该部分易燃液体进行行政许可。

4、对于闪点的测试，接受有资质的实验室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测试的结果包括国内国外的实验室，
以减轻企业鉴定的成本和时间。

5、如果不得不保留《实施指南》该条目下的 88 个小类，建议增加“其他“类，作为第 89 类，以
使得企业和主管部门在出现 88 个小类无法适用时，仍可取得相应的许可，以管控风险。

值此《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指南修订之际，我们提出如上反馈。同时也密切关注基于
此《目录 2015 版》而制定的关于《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53 号令）以及《化学品物理危险
性鉴别分类管理办法》（60 号令）相关文件中在生产和进口环节中要求登记及物理危险性鉴别分类时，
对于科学研究为目的以及生产和进口少量危险化学品的有关免除条款的考虑。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关于《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的具体条款的意见与
修订建议

如上，供您在文件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综合考虑，并期待着后续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
交流与合作。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邮编：100028

附件 1  AICM 关于《内河禁运危险化学品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与建议

序号
条
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1 一、《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以下简称《目录》）
所列化学品是指达到国家、
行业、地方和企业的产品标
准的危险化学品（国家明令
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化
学品除外）。

建议修改：
一、《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 以 下
简称《目录》）所列化
学品是指工业产品或者
纯度高于工业产品的化
学品，用作农药用途时，
是指其原药。

《危险化学品目录》前言其他事项中第四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目录》
中除混合物之外无含量说明的条目，是指该条目的工业产品或者纯度高
于工业产品的化学品，用作农药用途时，是指其原药。这里关于产品的
命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分歧，因为工业产品的纯度一般很高，而产品
的企业标准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纯度一般达不到工业产品纯度
的标准，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能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化学品
命名也不能办理相关许可证 。因此建议实施指南中的这一条与《危险
化学品目录》前言一致。

2 2 二、工业产品的 CAS 号与《目
录》所列危险化学品 CAS 号
相同时（不论其中文名称是
否一致），即可认为是同一
危险化学品。

建议修改：
二、工业产品的 CAS 号
与《目录》所列危险化
学品 CAS 号相同时（不
论 其 中 文 名 称 是 否 一
致），即可认为是同一
危险化学品。
     CAS 号不同，但其中
文名称一致，且有充分
依据证实其为同一产品
时，也可被认为是同一
危险化学品。

当同一个工业产品有多个 CAS 号而《目录》中仅显示一个 CAS 号，建
议其他 CAS 号对应的物质也被认为是同一危险化学品，并按《目录》进
行分类。
例，1571 项煤油的 CAS 号为 8008-20-6，而工业使用的煤油细分了不同
的物质及 CAS 号，如 64742-47-8， 64742-94-5
同类的工业产品经常有相同 CAS 号但纯度 / 杂质不同以至危害分类不一
样，如果与《目录》所列危险化学品 CAS 号相同时（不论其中文名称
是否一致），即被强制性认为是同一危险化学品，可能在 SDS ／ Label　
或　危化品的登记／许可证的管理上造成混乱或不公平，不科学的情况，
所以建议这个只是参考而不是强制的指引。
相反同类的工业产品经常有不同 CAS 号但《目录》只列部分的 CAS 号
没有列出同类的工业产品的其他 CAS 号。
对于 CAS 号不一致但所列危险化学品中文名称一致的 例子，是否也能
给出明确的指导操作意见。 （如， LiOH, CAS 1310-65-2 列入名录 但 CAS 
1310-66-3 并没有列入 ）

3 3 三、企业将《目录》中同一
品名的危险化学品在改变物
质状态后进行销售的，应取
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建议：
1）删除
2）或补充具体的判定
原则

试行指南中对于“改变物质状态”没有给出具体的判定原则，《目录》中
也没有关于危险化学品的状态描述，这句话不适用于大部分条目，理解
不清，建议删除；
如果建议 1）不被采纳，建议对“改变物质状态”给予定义或补充具体的
判定原则，并列明一些例子加以说明。特别是对于“改变物质状态进行
销售的，应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要求给予明确的解释并在《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进行列明，以提升企业关注相关的安全
的措施。

4 5 五、主要成分均为列入《目
录》的危险化学品，并且主
要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之和
不 小 于 70% 的 混 合 物（ 经
鉴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确定
原则的除外），可视其为危
险化学品并按危险化学品进
行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在办
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时，应
注明混合物的商品名称及其
主要成分含量。

建议修改：五、主要成
分均为列入《目录》的
危险化学品，并且其中
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单一
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不
小于 70% 的混合物（经
鉴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
确定原则的除外），可
视为危险化学品并按照
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
安全监管部门按照目录
内的条目办理相关安全
行政许可手续；其生产
或进口企业应根据《危
险 化 学 品 登 记 管 理 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 53 号）进行危
险化学品登记。

理由如下： 2015 版《危险化学品目录》其他事项第四条规定，“除混合
物之外无含量说明的条目，是指该条目的工业产品或者纯度高于工业产
品的化学品“。对于混合物，如果其已经列入了《目录》，则混合物是
否属于危险化学品，只要其浓度限值，范围等符合《目录》中有含量说
明的相关条目，则应按照《目录》进行行政许可等管理。 对于未列入《目
录》的混合物，仅仅将其含有的列在名录上的主要成分加和并超过 70%
后判定为危险化学品并进行行政许可等管理是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物
理危害，健康危害，环境危害之间并没有加和性。比如急性毒性的组分
不应该与腐蚀性的组分百分比相加和，以作为危险化学品的判定依据。
另外，70% 的判定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原文写的是
主要成分加和不小于 70%，这样就可能造成一个判断困难，如果列入目
录内的组分含量都很低但个数较多，全部加和在一起超过了 70%，该怎
么办理相关登记和许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各地应急响应主管部门办
理行政许可的原则还是按照目录内的单独物质名称发证。因此，建议
70% 原则不应考虑加和，只要混合物组分中的某一个属于危险化学品的
组分的质量比或者浓度达到或者超过了 70%，就可以判定为该混合物应
等同于《目录》内条目进行管理，进行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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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六、对于主要成分均为列入
《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并
且主要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
之和小于 70% 的混合物或
危险特性尚未确定的化学
品，生产或进口企业应根据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
分类管理办法》（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60 号）及其
他相关规定进行鉴定分类，
经过鉴定分类属于危险化学
品确定原则的，应根据《危
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3号）
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但不
需要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
手续。

建议修改：
六、除第五款规定之外，
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
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办
理相关安全行政许可手
续。生产或进口企业应根
据《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
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 53 号）进行危险
化学品登记。主要危险性
相同的产品可进行系列危
险化学品登记。主要危险
性是指符合危险化学品确
定原则的物理危险，健康
危害急性毒性类别1，2,3；
和其他健康危害属于类别
1 以及环境危害属于类别
1（包括慢性水生环境类
别 2）。

 -- 明确安全行政许可和仅需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危险化学品范围” ：
-- 安全行政许可作为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的最有效和严格的管控
措施，是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准入门槛。要将地方应急管理部门有
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已知的风险性最大的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和控制中；
 -- 危险化学品登记是为了全面了解各个企业生产、进口、使用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数量，因此除了安全行政许可的危险化学品需要登记，符合”
主要危险性“确定原则的危险化学品也需要登记；
 -- ”主要危险性“ 的概念考虑到了危险风险较大的危害终端，根据以往
发生危险事故的经验，造成重大特大人员伤亡的恶性事故，是由于化学
品的物理危害和主要危险的健康和环境危害造成的；因此制定合理可控
的危险化学品登记范围，可以释放出监管部门的人力，投入到风险更大
的管理之中，才是有效的管理；建议主要危险性考虑（1）危险化学品
中符合危险货物分类原则的（2）不符合危险货物分类原则但有严重健
康和环境危害的类别。也即所有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物理危险，
急性毒性健康危害和其他类别 1 类的健康危害以及类别 1 类的环境危害
（慢性水生环境包括类别 2）。 
  -- 允许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按照”主要危险性”系列登记，减少企业重复
递交相似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可以大大节省安全监管部门的文件审核工
作，将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危险性大，风险性高的危险化学品管理中； 

6 7 化学品只要满足《目录》中
序号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
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化
学品。为方便查阅，危险化
学品分类信息表中列举部分
品名。其列举的涂料、油漆
产品以成膜物为基础确定。
例如，条目“酚醛树脂漆（涂
料）”，是指以酚醛树脂、
改性酚醛树脂等为成膜物的
各种油漆涂料。各油漆涂料
对应的成膜物详见国家标
准《涂料产品分类和命名》
（GB/T 2705-2003）。 胶 粘
剂以粘料为基础确定。例如，
条目“酚醛树脂类胶粘剂”，
是指以酚醛树脂、间苯二酚
甲醛树脂等为粘料的各种胶
粘剂。各胶粘剂对应的粘料
详见国家标准《胶粘剂分类》
（GB/T 13553-1996）。

建议修改：
化 学 品 只 要 满 足《 目
录》中序号第 2828 项
闪点判定标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化学品。

1） 删除为查阅方便而列举的部分品名；目前所列举的“常见品种“ 并不
能穷尽列举目前市面上的树脂、涂料等类别；条目有限并且产品树脂类
别与其危险性，并未直接对照关系，建议删除；改为依据闪点进行分类，
与易燃液体的分类原则相一致；
2） 目前在有些地方的操作要求，列入第 2828 项下的 88 个小类别的产
品可直接办理经营许可证，未列入的产品需要做鉴定分类并按产品名称
申请列入，与仅凭闪点的这个判定原则相悖，增加了企业和监管部门双
方的行政负担及成本。其实没必要穷举所有的小项，因为符合第 2828
项闪点判定标准即属于第 2828 项危险化学品，可以把所有此类的化学
品统一管理。
3） 2828 条目已经给出清晰的闪点判定标准，此条目就是管理易燃液体，
指南第 2828 项中 88 个小项远远不能满足企业产品的需要，未列入这部
分易燃液体申请行政许可，无可适用选项，则不能进行许可证申请，未
能对该部分易燃液体进行行政许可。
4） 对于闪点的测试，接受有资质的实验室按照标准方法进行测试的结
果包括国内国外的实验室，以减轻企业鉴定的成本和时间。
5） 如果不得不保留《实施指南》该条目下的 88 个小类，建议增加“其他“类，
作为第 89 类，以使得企业和主管部门在出现 88 个小类无法适用时，仍
可取得相应的许可，以管控风险。

7 8 八、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
（见附件）是各级安全监管
部门判定危险化学品危险特
性的重要依据。各级安全监
管部门可根据《指南》中列
出的各种危险化学品分类信
息，有针对性的指导企业按
照其所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
险特性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建议修改：
八、危险化学品推荐性
分类信息表（见附件）
是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判
定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
的参考依据。各级安全
监管部门可根据《指南》
中列出的各种危险化学
品分类信息，检查企业
是否按照其所涉及的危
险化学品危险特性采取
有效防范措施，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

 我们建议：建议目前已经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为推荐性分类信
息 , 在各级监督管理部门执行过程中仅作为参考而不是重要依据或强制，
主要基于如下几点原因：
1. GHS 分类更多的是一个依据数据和相关架桥原则而进行技术判别的过
程，不适合“一刀切”而成为行政管理的手段。另外如果要建立 GHS 分类
表并发布的话也应该有全套的数据文献进行支撑才行。
2. 目前全球未有统一化学物质分类并且物质的危害性或危险性也存在较
大差异，目前实施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发布化学
物质强制性分类的国家非常有限；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发布的化学品
统一分类信息，也是综合了大量企业提交的数据，动员大量专家通过审
核、评估、论证等一系列流程才正式发布。
3. 危险化学品生产和进口企业作为危险化学品直接责任人，对其化学品
的危害分类信息负责。作为责任主体，已经掌握了许多数据分类；应该
鼓励企业法规层面的主体责任，贡献分类数据，国家安全监管部门应该
起到审核、筛选、评估、监督的主要作用；才能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并
让企业在危险化学品管理的全过程中担任主要角色。
4. 企业需要对 SDS 和标签上体现的数据和分类信息负责。1）如果企业
手里有在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下进行的相关检测或根据架桥原则进行的
严格判定都不能支持分类到更严重的等级，应该接受企业的自行分类数
据。2）在企业有充分依据的条件下，该化学品可以采用更科学的类别。
不同企业对于化学品生产工艺有所不同，生产的化学品内杂质有所不同
因此特性可能有所差别。3）化学品的分类如严于或低于名录的分类信
息表，可允许企业提供证据申请变更，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应可以
采纳。另外，如果企业手里的数据和信息支持分类到更严重的等级，则
更应该接受企业的自行分类数据。
5. 明确监管部门是监督的角色，而企业则是落实措施的主体。
6. 如确需强制性分类清单，则定期每年通过公开网站接受企业提交的分
类信息，并公示已经通过审核的化学品分类，给予企业提出意见的机会，
通过审核筛选公示通过后，可由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年度发布正式强制性
最低分类，并让企业有一定的过渡期来实施强制性最低分类，充分考虑
到企业安全技术说明书和标签制作周期是切实可行的操作方式，并且需
要与工作场所安全的规定保持一致。

8 9 九、危险化学品生产和进口
企业要依据危险化学品分类
信息表列出的各种危险化学
品分类信息，按照《化学品
分类和标签规范》系列标
准（GB 30000.2-2013 ～ GB 
30000.29-2013） 及《 化 学
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 
15258-2009）等国家标准规
范要求，科学准确地确定本
企业化学品的危险性说明、
警示词、象形图和防范说明，
编制或更新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安全标签等危险化
学品登记信息，做好化学品
危害告知和信息传递工作。

建议修改：
九、危险化学品生产和
进口企业可依据危险化
学品分类信息表列出的
各种危险化学品分类信
息 或 采 用 企 业 已 掌 握
的 危 险 化 学 品 分 类 信
息，按照《化学品分类
和 标 签 规 范》 系 列 标
准（GB 30000.2 ～ GB 
30000.29）及《化学品
安 全 标 签 编 写 规 定》
（GB 15258）等国家标
准规范要求，科学准确
地确定本企业化学品的
危险性说明、警示词、
象形图和防范说明，编
制或更新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安全标签等
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
做好化学品危害告知和
信息传递工作。

1. 建议分类信息表仅用于企业进行化学品分类的参考依据。具体说明请
参加关于 危险化学品分类数据信息表的修改建议。 由于 GB 会适时更新，
因此我们建议删除所有 GB 的年份，以现行有效的版本执行。
2. 建议参考国家标准制修订的要求，删除标准的具体版本或年代号，便
于与标准更新保持一致，而不会导致由于标准的修订而带来的指南执行
困境；
 

9 10  十、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
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铁路、
民航等部门的相关规定。

建议修改：
 十、属于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
应当符合交通运输、铁
路、民航等部门的相关
规定。 

 由于危险货物与危险化学品即有重复也有互相不涵盖的范围，不是所
有危险化学品都是危险货物，只有属于危险货物时在运输时才需要按照
危险货物的要求进行管理。目前在路政，海关等对涉及进出口及运输相
关执法部门的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特别容易混淆危险化学品与危险货物
的区别。而海关的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也不太理解 GHS 分类在各个国家
是有区别的。针对此现象，我们衷心希望指南修订的时候能够予以考虑，
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与分辨并在执法层面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特
别是在危险货物运输、港口作业的过程中能够让基层的执法人员能够正
确、科学地辨析 GHS 所规定的标签与运输危险货物所要求粘贴标志的
不同，避免由此产生货物滞留问题。
  基于如上考虑，我们建议：
1．明确区分危险化学品中属于危险货物种类，应该符合危险货物运输
的相关规定； 
2．在空运、海运、陆运及邮递环节，化学品按照危险货物进行管理，
没有危险化学品概念，针对化学品，相关部门有更为专业的特殊管控，
建议在具体领域按照特殊法进行操作管理，特殊法法律效力优于一般法，
更适用于具体操作环境，也更为专业。
3．基于对地方各基层执法人员的指导基于如上考虑，我们建议加强对
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基层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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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ummary: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and Site HSE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rkema, Axalta, BASF, Clariant, Covestro, Dow, DuPont, Honeywell, LANXESS, Nouryon, Rio Tinto, SABIC, 
Shell, Solenis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Upon invitation of National Chemical Registration Center authorized by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sub-committee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especially technical solutions when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at storage at site and port. There do have some 
challenges that limited resources for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can be achievable due to strict licensing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and some requirements on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s are not very clarified at practices especially when hazardous 
chemicals are not falling into the categories of dangerous goods for licensing but classified as hazardous chemical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PAC grouped the team upon interest of members. To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ultination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the position on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waste 
as well through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cheme at global and full consideration of domestic 
requirements. 

Action Items: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such notice, April 17th,2019
Collected comments, April 19-23,2019
Group discussion upon feedbacks to align the position, April 23,2019
Draft position per core team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 team, April 23-May 9th,2019
Accomplished the position with technical solution, May 9-13,2019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AICM Position, May 14-15,2019
Accomplished the position, May 14-15th, 2019
Submit to the board for approval by May 16-17,2019
Communicate for position through visits and meetings, late May-June,2019

We would strongly suggest:
1.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hall be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2.Strongly suggest establish the classified warehous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especially for 
those toxic chemicals. 
- Hazardous chemicals falling into category of dangerous goods shall be stored at special warehouse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 Warehousing system shall be established for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s not categorized as dangerous goods (e.g. toxicity with 
skin irritation, serious eye irritation, Respiratory/skin sensitization, Carcinogenic, Mutagenic, reproductive toxicity, toxic to specific 
target organ, inhalation toxicity, aquatic toxicity, ozone toxicity, etc) and aquatic hazardous chemicals falling into category of 
dangerous goods. 
-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storage, Category I, II, and III shall be used for those commercial goods with high risk and serious 
dangerous goods (flammability, explosive, etc.). 
3.In view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taking full account of the daily hazardous chemical needs of enterprises, we strongly suggest 
-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n not be resolved through simply shut down. The technical solution and enhanced management 
measurers shall be both fully considered. And all hazardous chemicals shall be subjected into the management scheme. 
- Manage over the hazardous chemicals according to targeted goal. The warehousing system shall be prioritized for those 
dangerous goods with highly toxic and physical hazards. 
4. The business license of the storage facility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shall be classified and approv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of dangerous goods (including toxic chemicals). Warehousing enterprises shall regularly submit the permitted risk categories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duct names and quantities to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the fire control departmen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5.Unified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angerous goods storage yards outside the port area and within the port area shall be established. 
6.It is suggested to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nterprises, smooth the application and approval channels for business 
qualification of new products, and give approval to qualified ones. 
7.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waste warehouse shall comply with the UNDG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principle, and the corrosive, 
flammable and reactive hazardous waste shall be isolated, separated or separated for storage, to reduce the storage risk of 
hazardous waste in the waste generating unit. 
8.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for detail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M and NRCC, and relevant stake holders, Late May, 2019
Discussed with officials and experts on technical section through visits and round-table meetings, May-June, 2019

Comments (see attachment, in Chinese) 

尊敬的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司：
尊敬的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您好！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

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

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

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于 2019 年 4 月中旬受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委托就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

事宜进行行业内征求意见并调研。通过对国际上危险货物的储存所采用的现行法规和标准进行全面梳理，并

充分考虑国内现行的危险化学品仓储的相关要求以及企业的实际需求，采取征求意见、反馈汇总的方式，经

过多轮法规调研及研讨，共有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近二十家跨国企业的行业专家进行了前期的法规调研，

分别从需要储存在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危险化学品的范畴、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许可管理、危险化学品仓

库涉及的审批项目、危险化学品储存现行法规标准等诸多方面，明确阐述了各管理部门及相关行业在上述多

个领域所遭遇的困境，充分分析了相关管理政策的困境对行业的影响。通过近七十家跨国企业确认，并经

AICM 理事会批复，就危险化学品管理过程中特别是危险化学品储存环节提出如下明确的建议，以期各管理部

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给予充分的关注。

一、各部委的监管要求需统一协调
二、借鉴国际上按照基于危险性类别进行分类管理，特别建立危险化学品中针对有毒品专用仓库。
1、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需要储存在危险化学品仓库中。

2、仅属于非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皮肤刺激、严重眼刺激、呼吸道 / 皮肤致敏、致突变性、致癌性、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生殖毒性、吸入危害、水生环境危害、臭氧层危害等）和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水生

环境危害）储存在有毒品仓库里。

3、将目前有限的甲、乙、丙类仓储资源用在危险性高和风险大的货物（易燃、易爆等）。

三、针对国内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企业在日常的危险化学品需求，我们建议：
1、不要简单的关停，应疏堵结合，让全部危险化学品处在管理之中；

2、按照有的放矢地管理危险化学品，储存有毒性和物理危险性大的危险货物。

四、危险化学品带储存设施的经营许可证按照基于危险货物危险性类别（包括有毒品）进行分类审批。
仓储企业需定期将被许可的危险性类别对应产品名称和数量向辖区内的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管理部门。

五、统一港区外和港区内危险货物堆场分类和管理。
六、建议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需求，开放新产品经营资质的申请审批渠道，符合条件的给予批复。
七、危险废物仓库的储存应符合 UNDG 分类管理原则，对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和反应性的危险废物应隔

离，隔开或分离储存，降低危险废物在废物产生单位的储存风险。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意见与建议。

如上，供您综合考虑，我们也期待着就上述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为危险化学品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建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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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的意见与建议

序号 类别 痛点 法规依据 对行业的影响 建议

1 需 要 储
存 在 危
险 化 学
品 专 用
仓 库 的
危 险 化
学 品 的
范畴

危险化学品仓库等级是按照火
灾危险性分类进行分类，而危
险化学品本身则按照 GHS 分类
确定原则进行分类。属于非危
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皮肤刺
激、严重眼刺激、呼吸道 / 皮
肤致敏、致突变性、致癌性、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生殖毒性、
吸入危害、水生环境危害，臭
氧层危害等）和属于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
这两类的危险化学品不属于需
要储存在丙类仓库的危险化学
品，但是因为属于危险化学品，
该部分产品的确占用丙类危险
化学品仓库资源。
危险化学品按照 GHS 分类后确
定之后，未对新增的危险类别
储存列明“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
的具体管理举措。目前危险化
学品带仓库设施经营许可证是
仅按照甲、乙、丙三类进行行
政审批的，不需要放在甲乙丙
类仓库的危险化学品但满足行
政许可的条件，没有可用的危
险化学品仓库。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危险化学品应当储
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
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
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GB50016-
2014)
《 常 用 化 学 危 险 品 贮 存 通 则》
(GB15603-1995)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要
求》GB18265-2019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
件》(GB 17914-2013)
《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6-2013)
《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5-2013) 等

1）危险化学品仓库资源严重短缺，
不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品的存储导
致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无仓
库可使用。储存与运输同属于供应
链上的一环，储存环节的风险与运
输环节的风险类似。可以采用同样
的分类进行管理。
2）危险化学品属于中国的要求，与
目前的国际运输和储存操无法有效
快速连接。

我们建议：借鉴国际
上按照基于危险性类
别进行分类管理，特
别建立危险化学品的
针 对 有 毒 品 专 用 仓
库。
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
化学品需要储存在危
险化学品仓库中。
仅属于非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皮肤刺
激、严重眼刺激、呼
吸道 / 皮肤致敏、致
突变性、致癌性、特
异性靶器官毒性、生
殖毒性、吸入危害、
水生环境危害、臭氧
层危害等）和危险货
物的危险化学品（水
生环境危害）储存在
有毒品仓库里。
将目前有限的甲、乙、
丙类仓储资源用在危
险性高和风险大的货
物（易燃，易爆等）。

2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未与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和使用环节的风险
管理进行区分；且将危险化学
品的储存从供应链的通用的危
险货物管理中割裂开来。

《危险化学品目录》实施指南试行
十、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应当符
合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部门的
相关规定。” 

1）目前合规危化品仓储资源无法满
足化工企业生产经营需求，严重的
资源短缺导致了危险品仓库价格飞
涨，无法合规运营的风险增加，也
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埋下重大
隐患。
2）由于缺乏对“专用仓库”明确的定义，
各地在其存储问题上的政策和执行
情况不统一，导致企业在从严存储
和合规仓储资源利用上处于两难境
地。
3）普通货物车出现在危险化学品仓
库进行装卸货物，存在安全隐患和
管理难上加难。

3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甲类、
乙类和丙类）资源紧张和短缺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常用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GB15603-
1995

1）目前 GB15603 中的要求，对危
险化学品的储存量有限制，降低了
危险品仓库的利用率
2）2015 年天津“8.12”事故后，安监
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的建设
和运营实施重点监管，一批不合规
的危化品仓库关停整改，危化品仓
储重大事故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另
外在 2016 年至今的中央环保稽查
中，又查出约 30% 的危化品仓库没
有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也由此被
关停或整改。但是，在危化品仓储
存量资源减少的同时，新建危化品
仓库的资源并未相应增加。
3）张家港保税区目前海关要求不能
储存危化品，上海市海关从 2015 年
10 月 19 日起也要求只允许用于生
产的原料的危险化学品入保税区。
企业即使有资质可以进口和储存，
但是无法在上述区域存储危险化学
品，还要把危险化学品移出保税区。
4）关停未解决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问
题，科学和区别化设定仓库管理要
求，企业无法在有危险化学品仓储
缺乏的情况下，有效发挥主体责任，
限制企业的发展。

我 们 建 议：1） 针 对
国内实际情况，企业
在日常的危险化学品
需求在，建议不要简
单的关停，疏堵结合，
让全部危险化学品处
在管理之中。
2) 按照有的放矢地管
理危险化学品，储存
有毒性和物理危险性
大的危险货物。

4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经 营
许 可 管
理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是按照火
灾危险性分类，分为甲、乙、丙、
丁、戊五类许可的，但危险化
学品储存经营许可则按照具体
的化学品的品名许可。另外各
地颁发储存经营许可证的标准
不统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危险货物分类与品名编号 GB6944

1）每出现一个同样危害的产品因未
列在经营许可证上，即使储存单位
有满足条件的仓库，还是需要再其
申请经营许可证。
2）企业有些产品例如 PMDI 的类型，
即不在 2828 目录，属于危险化学品
的产品，实际存储无法找到合适的
仓库。此类产品，无法出现在经营
许可证上，也很难寻找到合适的仓
库进行存储。不给与许可的管理，
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险化学品
安全储存的问题。按照类别管理，
就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3）企业产品不停更新，经常会有新
的产品，租赁专业仓库很普遍。那
就会导致企业需要经常更新许可证。
但是有些地方，每次都需要做安评，
企业成本太高。
4）列明品名方式给企业带来沉重且
不断重复的申请，同时占用行政管
理资源。
5）可要求仓储企业向应急管理部门
对危险化学品品种和数量进行定期
备案，备案可以让行政管理部门了
解仓储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储存情况。

我们建议：危险化学
品带储存设施的经营
许可证按照基于危险
货物危险性类别（包
括有毒品）进行分类
审批。
仓储企业需定期将被
许可的危险性类别对
应产品名称和数量向
辖区内的应急管理部
门和消防管理部门。

5 危化品堆场许可问题
用于危化品临时堆存的合规堆
场缺乏。比如，ISOtank 在出口
商检时，仅可临时存放于港口
内，但堆存时间都有严格限制。

1.《危险化学品安全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中第二条要求“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列入《危险化学品
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包括
仓储经营）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要求“从事下列危险化学品经
营活动，不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
（二）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
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
品仓储经营的。”
2.《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3.《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调整上
海港危险货物集装箱作业范围的通
知》
4.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重新发布
《上海港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内堆存
作业管理规定》的通知

目前危化品堆场参照危险化学品仓
库进行管理；在港口内的堆场、场站，
危化品的仓储由交通部管理。港口
外的堆场由应急管理部发证管理。
天津“8.12”事故后，危化品管理以及
港口内的堆存作业管理日益升级，
商检“双百”抽检操作，导致企业在
具体操作时，面临临时堆存的困难，
操作灵活下降，无法合规运营的风
险增加，也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
管埋下重大隐患。

我们建议：统一港区
外和港区内危险货物
堆场分类和管理。

6 储罐项目的审批问题
目前罐区比较大的难处是 , 政府
不肯审批新产品经营资质给到
罐区 , 有时罐区有危险品和非危
险品的经营资质，但是增加一
个非危品的资质都几乎不可能 ,
即使罐区的硬件条件是符合产
品要求的 , 也没法申请到资质。

导致企业开展新产品业务时受到很
大的局限 , 经常罐区有储罐资源 , 但
是因为申请不到新产品操作资质 , 
而无法开展新业务。

我们建议：建议政府
考 虑 企 业 的 发 展 需
求， 开 放 新 产 品 经
营资质的申请审批渠
道，符合条件的给予
批复。

7 危 险 化
学 品 仓
库 涉 及
的 审 批
项目

1. 安全、职业健康、消防和环
保的“三同时”审批问题
在建设项目“三同时”期间，不
同监管部门的要求不同。比如
安监和消防部门要求毒害品、
易燃液体要经常通风，预防气
体浓度超标引起燃爆或中毒，
而环保部门要求仓库密封，不
要向大气排污，企业到底应该
听谁的，很尴尬。再如，对液
体储罐的要求，消防要求使用
固定顶罐，而环保部门要求使
用浮顶罐，意见不一致。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
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
批规定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明确
了安监、消防、公安、质检、环保、
交通、卫生、工商等各行政部门的
职责，共同做好危化品安全管理工
作，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工作中
很多企业对这种多头监督、各自为
政、层次繁多、程序复杂的做法感
到头痛，很不适应，视为一种压力
和负担，一些地区的安监部门也有
同感。

我们建议：各部委的
监管要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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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安全防护距离的计算问题：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
术基本要求》GB 18265-2019 中
去掉了关于对基础设施 1KM 距
离的描述。鉴于新发布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T 37243-2019，计算模式和
方法又比较专业和复杂。如果
已有危险品仓库，周边新建了
公共设施和民居设施，对于这
些风险源和防护距离是否有指
导方针。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18265-2019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 
37243-2019

新规划建设完成后按照标准要求让
仓库进行安全距离评估，使得已有
仓库企业处于特别被动的地位，实
际情况是对其停止证照发放，或者
要求搬迁。

我 们 建 议：1） 主 管
部门提供安全距离计
算的专门培训；
2）新建项目规划应
该先根据 GB/T 37243-
2019 计 算 与 危 险 化
学品仓库计算安全距
离。

9 3. 新建危化品仓库报批问题：
国土资源部门和规划部门要求
专用危化品仓库要有较高的土
地利用率和建筑容积率，而消
防要求，危化品仓库只能建单
层，建筑物之间必须留有一定
的间距，显然双方要求不一致、
互相矛盾，企业从中需要做很
多工作。

由于土地利用水平低，平仓的资源
占比日趋下降，危化品仓储业征地
审批困难。高技术水平的立体仓、
槽罐行业门槛相对较高（设施复杂、
专业性强、投资风险大），导致可
选的合规仓储资源严重缺乏。
出现化工企业特大重大危险事故，
更应该鼓励有能力有资质的企业经
营危险货物的仓储业务，而不是一
刀切的喊停，目前国家的现状是需
要化学工业的发展，危险化学品的
运输仓储需要疏导而非关停，导致
供需不匹配，企业无法找到足够的
有资质的仓库存放危险货物，是更
加危险的情况。
目前，据中物联的行业报告，整个
危化品仓储资源短缺 30%，局部地
区达到 60% 的短缺。另据悉，上海
化工园区已经停止审批新建的危化
品仓储项目。

我们建议：部门联合
分析货物的危险性，
存储设施可行性以及
经济发展需求，制定
安全和高效的管理制
度。

10 危 险 化
学 品 储
存 现 行
法 规 标
准

1. 存储数量的要求
消防设计对危险化学品的储存
量有限制，降低了危险品仓库
的利用率，从而进一步使得危
险品仓库资源的紧缺。

《 常 用 化 学 危 险 品 贮 存 通 则》
(GB15603-1995)

危险品仓库的利用率利用地，仓库
资源短缺。

我们建议：参照 NFPA
要求修订相关标准，
仓库中化学品类的危
险货物存储数量应该
与建筑内通风条件，
喷淋设备等具体设施
相结合，而不是简单
的与建筑防火性来判
定。

11 2. 实际操作涉及的分装检验要
求
目前《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
护技术条件》GB 17914-2013 中
8.5 的要求，“库房内不应进行
分装、改造、开箱、验收等，
以上活动应在库房外进行”。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
件》GB 17914-2013 

如果强制要求企业分开，则必须另
外建甲类厂房，并且据现有的甲类
仓库相距至少 12 米，在许多现有企
业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在许多
现有企业现有的建筑物设计中，有
些分装、检验、预热作业是在同一
建筑物下的。
虽然说在甲、乙类仓库中进行物料
的操作增加了风险，但这些风险是
可以控制的，比如说增加物理隔离，
限定操作面积、对意外泄漏设置收
集设施，增加点式排风、在倒料操
作中进行静电的移除等等措施。

我们希望：标准制定
部门能够考虑现有企
业的额外增加建筑物
的局限性，从风险控
制的角度出发，能够
允许企业在有效的风
险控制下进行个别的
操作，如分装、检验
等。

12 3. 五距的要求
法规及国家标准中对仓储“五距”
的要求不统一，目前大多采取
一种行业推荐性的规范，导致
部分地区在政策和执行上都有
不同。

1.《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公
安部第 6 号令）第十八条中要求“库
存物品应当分类、分垛储存，每垛
占地面积不宜大于一百平方米，垛
与垛间距不小于一米，垛与墙间距
不小于零点五米，垛与梁、柱间距
不小于零点三米，主要通道的宽度
不小于二米。”，第三十九条要求“库
房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照
明灯具下方不准堆放物品，其垂直
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离不得小
于零点五米。”
2.《商业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要求，

3.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GA1131-2014 中 6.7 条 &6.8 条

4. 《 常 用 化 学 危 险 品 贮 存 通 则》 
GB15603
5.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
条件》GB17914-2013 
6. 《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5-2013
7. 《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6-2013 

相关事故发生后政策趋紧，从严执
法导致单位平米存放的危险化学品
量越来越有限，合规的仓储资源严
重不足。

我们建议：修订法规
及各项标准统一要求

13 4. 定品定量的要求
部分地区对危险化学品仓库进
行定置化管理，如“定品定量”。

1. 上海发布《市安监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危化品仓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沪安监）
2. 上海发布《市安监局关于全面开
展仓储安全定置管理工作的通知》
（沪安监危化（2017）96 号
3.《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企
业定置管理规程（试行）》（上海
市化工协会（2016 版））

企业在具体操作时缺乏一定的灵活度，
导致单位平米存放的危险化学品量越
来越有限，合规的仓储资源严重不足。
需要储存在危化品仓库的产品范畴
在扩大，品种在增多，各地区执行
的标准范围也不一样，给危险品仓
储企业经营带来不少麻烦，使库存
品种和数量难以控制。在监管中往
往也作为问题给黄牌，发隐患通知
书，使企业很被动。不少企业要求
尽快制订一个统一标准，便于在经
营中遵照执行。

我们建议：给予企业
一定的灵活度，只要
符合禁忌物不可混存
的原则贮存，做好库
存管理，而非限定特
定库房内存放某个化
学品或某类化学品。

14 5. 小量危化品柜的问题
有关防爆柜的使用，在 2010 年
左右，国内的消防检查中并不
认可防爆柜使用可以降低仓库
或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分级。现
防爆柜制造企业引用国外技术
和标准，制造量也逐年增加，
在现在的消防检查中也逐渐被
认可可以存放少量甲类物质而
不影响既有厂房的火灾危险性
分级。但目前的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没有增加防爆柜的相关管
理规定。

无法规依据 我们希望：标准制定
的相关部门能够开展
一些调研，对防爆柜
的使用能够给与一定
的标准技术支持。

15 6. 火灾风险的设计要求
甲 乙 类 仓 库 的 毗 邻 问 题， 根
据《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016-2014 表 3.5.1 的要求，
甲类和甲乙类仓库尽管是有防
火墙相隔，也需要至少 12 米的
间距。而在 3.1.4 中要求，在同
一座仓库或仓库的任一防火分
区内储存不同火灾危险性物品
时，仓库或防火分区的火灾危
险性应按火灾危险性最大的物
品确定。

《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GB50016-
2014 

需要企业有更多的土地面积来存放
化学品。同样也存在现有企业在已
经确定的建筑设计中没有额外的空
间进行规划和建设。这样的风险同
样可以控制，比如防火墙要求到顶、
增加自动消防喷淋、少量甲类化学
品使用防爆柜进行存放。

我们希望：科技在进
步，希望能够给企业
更 多 的 风 险 控 制 方
案。

16 7.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13）中未按照危
险废物的危险特性来分类储存。
危险废物是指具有以下一种或
多种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1. 腐蚀性
2. 急性毒性
3. 浸出毒性
4. 易燃性
5. 反应性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13）
国家危险废物鉴别导则

不按照危险性储存，给危险废物生
产单位带来储存隐患。

我们建议：危险废物
仓 库 的 储 存 应 符 合
UNDG分类管理原则，
对具有腐蚀性，易燃
性和反应性的危险废
物应隔离，隔开或分
离储存，降低危险废
物在废物产生单位的
储存风险。

6.2  堆垛间距

应保持：
a） 主通道大于或等于180cm;
b)   支通道大于或等于80cm;
c)   墙距大于或等于30cm;
d)   柱距大于或等于10cm;
e） 垛距大于或等于10cm;
f）  顶距大于或等于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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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关于《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及管控条例》（征
求意见稿）中有关信息报告及风险评估等专题研究报告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
 北京 2019 年 5 月 23 日

第一章 基本信息报告
一、对《条例》第十三条原文提出修改建议如下
主要修改针对报告主体、报告频率、如何收集加工使用信息，并对需要进行信息报告的化学物质增加“符

合豁免报告的情形除外”的范围限制。

原文：《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条例》第十三条【基本信息报告】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化学物

质的企业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每年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上一年度生产、加

工使用和进口化学物质的 名称、用途和数量等情况，并对其报告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企业提交信息的完整性和符合性进行审核。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定

期向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主管部门通报化学物质基本信息报告的有关情况。

建议修改为：生产和进口化学物质的企业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每三年向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上一年度生产和进口化学物质（符合豁免报告的情形除外）的名称、数量、用途 * 等情况。

并对其报告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企业提交信息的完

整性和符合性进行审核。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定期向国务院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卫生健康、应

急管理等主管部门通报化学物质基本信息报告的有关情况。

备注：采用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草案）附件 2《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中的用途分类和详细用途分

类。该用途包括加工使用。

修改理由如下：

1、报告主体：进口商、生产商

 理由：从源头进行管理， 加工使用者多数情况下并不掌握所采购的化学原料特别是混合物的化学成分信

息，无法操作，无法保证报告的正确性。

2、报告频率：三年

理由：每一年进行报告，存在报告量大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且通常化学品进口、生产量以及加工使用

情况不会在一年到两年有很大变化。 且信息收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进行优评物质的筛选。故建议制定合理的

报告频率，即能满足监管需要，又能够合理减轻企业负担。

3、如何收集加工使用信息：进口商、生产商报告能够收集到的加工使用信息，按照《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

中的分类进行汇报。

理由：进口商和生产商在其产品研发阶段与和客户交流过程中知悉该化学物质下游加工使用的用途，并

在安全数据说明书上列明了使用信息 ；但之后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的部分产品，由于到终端客户的交流渠道

比较复杂，难免有一些用途信息难于获得。故我们建议进口商、生产商报告能够收集到的加工使用信息。

采用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草案）附件 2《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中的分类易于行业采用同样的用途

描述和代码进行汇报。

4、在化学物质后增加“符合豁免报告的情形除外”

考虑到目前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上的化学物质 >45000 个，同时进行取得登记证新化学物质每年也有很大的

数量，尤其是新的符合 2% 规则和低关注聚合物。如果所有化学物质都进行基本信息报告，工作量巨大。基本

信息报告将用于生态环境部进行优评物质筛选和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建议从生产、进口量大的物质，具有高

环境风险的物质进行管理。

对需要汇报的化学物质后增加“符合豁免报告的情形除外”的范围限制，指出并不是所有化学物质都需要基

本信息报告，增加条例的严谨性。 关于哪些情形建议豁免见第二部分。

二、 对信息报告的实施细则的一些建议
1、 报告方式：网上申报
（1） 将《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内置到申报系统，企业采用采用下拉单的形式进行用途选择。

（2） 易操作的方式进行联合报告，适用于申报人需要其上游（譬如原料供应商）协助进行第三方信息提

交的情形。（理由：众多企业的众多生产化学品的生产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外购的原材料，由于供应商的商业

机密保护原因，生产或进口企业无法知道该物质的名称和其他保密信息。）

（3） 数据批量上传。

（4） 保护商业机密信息

2、 报告内容：企业信息 、化学物质、生产 / 进口数量、用途（包括加工使用信息）

（1） 企业信息：名称

（2） 化学物质：名称（如不知道，可联系上游按第三方信息给出）；

（3） 生产 / 进口数量

（4） 用途：企业能够收集到的用途（包括加工使用信息）。采用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草案）附件

2《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中的用途分类和详细用途分类。

3、豁免申报：

（1） 量级

I. 任一申报地点年生产量或进口量大于 10 吨，进行汇报 ; 

II. 优控目录上的物质或者高关注化学物质生产量或进口量大于 1 吨，进行汇报 （高关注化学物质的定义

参考《高关注化学物质评估判定导则》最终颁布稿上采用的定义）。

(2) 豁免物质类别 : 聚合物、非分离中间体、天然存在物质、Article 中物质、 杂质和副产物；

三、我们对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和日本与基本信息报告相关的法规信息收集如下。
1、美国化学品数据报告规则（CDR）
根据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TSCA）发布的《化学品数据报告（CDR）规则》要求生产商（包括进口商）

向 EPA 提供其在国内生产或进口到美国的化学品的信息。EPA 使用这些数据来支持风险筛查、评估、优先级

设置和管理活动，使 EPA 能够深入了解商用化学品的类型、数量、最终用途和可能的暴露。目前，对 2012 年

报告的信息的处理和使用正在帮助 EPA 筛选和优先考虑化学品，以确定潜在的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除此之外，

EPA 还向公众公开其收到的非机密商业信息。

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TSCA）发布的《化学品数据报告（CDR）规则》要求生产和使用大量商用

化学品的生产商（包括进口商）向 EPA 提供信息。根据 CDR 规则，EPA 收集关于国内生产和进口到美国的

化学物质的品种、数量和用途的基本暴露相关信息。它是 EPA 可获得的基本筛选水平和化学品暴露相关信息

的最全面的来源，并被 EPA 用于保护公众免受潜在的化学风险。一般情况下，当某一特定报告年度的化学品

生产量为 25,000 磅或更大时，每四年从商业化学品的制造商（包括进口商）处收集一次信息。每四年收集一

次信息可以确保 EPA 和公众（对于非机密数据）能够获取关于大量生产的化学品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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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 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
申报人豁免 40 CFR 704.3 定义的小型生产商或进口商（涉及特定 TSCA 规定的化学物质除外），定义如下：

- 与其母公司 ( 如有 ) 的年销售总额少于 4000 万美元（不包括年产量或进口量大于 45,500kg 的）
- 与其母公司 ( 如有 ) 的年销售总额少于 400 万美元（不管其生产或进口的量）

报告限量 四年报告周期里的任何一年超过限量，就需要进行 CDR 报告，报告周期内每一年的生产 / 进口总量。
- 任一申报地点，年生产量或进口量超过 25,000lbs（11,340kg）
- 对于有特定 TSCA 规定的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进口量超过 2,500lbs（1,134kg）

报告内容 按照规定需要申报人提供他们所知道的或合理确定的信息（" Known to or reasonably ascertainable by you and your 
company"）。40 CFR 711.15(b)(1)(2)(3)(4)
- (b)(1) 承诺声明书：承诺信息完整、真实、可靠
- (b)(2) 公司和工厂信息：包括美国母公司名称、地址和 D&B 号码；技术联系人名字、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
每个地点的名称和具体地址
- (b)(3) 化学品信息：
(i) TSCA 名录上列明的 CA Index 名称和 CASRN，如涉及保密，则提交 TSCA Accession Number；
(ii) 生产或进口声明；
(iii) 每个报告地点的年度生产总量或进口总量；
(iv) 使用量以及出口量；
(v) 对于进口化学物质，标明其是否实际存在于报告地点；
(vi) 是否回收、再制造、再加工、再利用或以其他方式用于商业目的而不是作为废物处理的；
(vii) 每个报告地点可能暴露于每种可报告化学物质的工人总数；
(viii) 出场时每种可报告化学物质的最大浓度；
(ix) 出厂时的可报告化学物质的物理形态；
(x) 可报告化学物质每种物理形态占总产量的比例。
- (b)(4) 化学物质加工和使用信息（仅限主要报告年度的）：工业加工和使用信息、消费者和商业用途信息

报告形式 为每一个报告地点提交一份单独的 Form U
通过 EPA 提供的 e-CDRweb 报告工具提报

报 告 频 率 和 提 报
期限

- 2016 CDR 提报是从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随后的循环定期提报周期为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每四年一次，从 2020 年开始

豁 免 报 告 的 化 学
物质

豁免报告要求：
- 聚合物
- 符合 40 CFR 725.3 定义的微生物
- 符合 40 CFR 710.4(b) 规定的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
- 天然气和水：CASRN 7732-18-5 水；CASRN 8006-14-2 天然气；CASRN 8006-61-9 汽油；CASRN 64741-48-6 天然气 ( 石油 )
原混合液；CASRN 68410-63-9 干燥的天然气；CASRN 68425-31-0 汽油 ( 天然气 )；CASRN 68919-39-1, 天然气冷凝液
豁免提交部分信息要求（40 CFR 711.15(b)(4)）：
- 石油加工馏分（以 CASRN 列表方式规定，表一）
- 特定豁免的化学物质（以 CASRN 列表方式规定，表二）
*EPA 如何决定该物质清单，以及如何进行后续修订均在原文中详述。

豁免报告的行为 - 生产或进口少量化学物质仅用于研发活动
- 进口物品或物品的一部分
- 40CFR 720.30(g)(h) 所述情形，如副产物、杂质、偶发反应生成的化学物质、非分离中间体

法规链接 Chemical Data Reporting under the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https://www.epa.gov/chemical-data-reporting
§720.30   Chemicals not subject to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b6f79375e74dd30cdb81f710eae37005&mc=true&node=se40.33.720_130&rgn=d
iv8
PART 711—TSCA CHEMICAL DATA REPORTING REQUIREMENTS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SID=d0ff709a0e84960feea05bedf81e4370&node=pt40.31.711&rgn=div5
TSCA Inventory Notification (Active-Inactive) Rule
https://www.epa.gov/tsca-inventory/tsca-inventory-notification-active-inactive-rule

另外 Frank R. Lautenberg Chemical Safety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 推动了 TSCA 法案的改革的信息收集如

下供参考：根据 Section 8(b)(4) 的规定，该申报将用于确定 TSCA 名录中哪些化学物质活跃于美国商业活动中，

并有助于告知美国 EPA 对化学物质风险评估的优先顺序。200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6 月 21 日这十年间，生产、

进口以及加工使用过 TSCA 现有物质名录（TSCA Inventory）上所列物质用于非豁免的商业用途的生产、进口

和加工使用企业，必须（强制性的）向美国 EPA 提交活跃物质申报。美国 EPA 将根据企业的申报将现有物质

名录分为活跃物质和不活跃物质。活跃物质可以继续在美国市场正常流通，不活跃物质将不得继续在美国市

场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在法规发布后的 180 天内（即 2018 年 2 月 7 日前）使用 Notice of 

Activity(NOA) Form A 完成在线（CDX）申报，加工商需在法规发布后的 420 天内（即 2018 年 10 月 5 日前）

使用 NOA Form A 完成在线申报。如果未在截止期前提交申报，EPA 将这些物质指定为不活跃物质。生产、

进口或加工使用企业如果想重启不活跃物质的贸易活动，必须在生产、进口或加工活动预期开始的 90 天内向

EPA 提交 NOA Form B 完成在线申报。EPA 收到申报后会变更申报物质的状态为活跃。

2、加拿大

项目 信息描述或摘要  
现有化学物质的管
理方式

筛选归类、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信息收集的目标 加拿大内化学物质的商业用途追踪
- 确定风险评估的重点
- 根据最新信息开展风险评估
- 确定目标风险管控措施
- 对于现有物质的风险管理
- 对现有的风险管理工具进行评估

- 根据最新信息开
展风险评估

为每一个报告地点提交一份单独的 Form U
通过 EPA 提供的 e-CDRweb 报告工具提报

- 确定目标风险管
控措施

- 2016 CDR 提报是从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 随后的循环定期提报周期为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每四年一次，从 2020 年开始

信息源 1. 广泛的文献检索，或者包括数据库、行业期刊杂志和化学品安全技术学明书等获取信息）
2. 利益相关者方和协会
 a. 目录更新
 b. 信息收集自愿法
 c. CEPA 1999 中强制要求提供的信息
 d. CEPA 1999 中提交的新化学物质信息
3.ECCC and HC 政府监测和检验检疫活动中的数据
4. 其他联合项目的已有信息
5. 其他法规监管区的信息

信息收集方式 ) ECCC's Single Window( 网上报告系统）
对于 CBI 信息，盲交（供应商提供保密信息）
联合提交 ( 多家公司委托一家代理进行提交）

信息内容 活动类型：生产、进口、出口或使用；物质类型，单一化学物质、混合物或存在与产品中或生产的混合物；以历年为
单位；有量和浓度的阈值。

信息提交的时间 非固定周期模型。在两年滚动信息收集计划的时间表之前提交或根据通知在未来需要进一步的信息。
法规链接 Work plan: information gathering under the Chemicals Management Plan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chemical-substances/canada-approach-chemicals/information-gathering.
html#s4
Chemicals Management Plan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chemical-substances/chemicals-management-plan.html

申报人 进口商、生产商
报告内容 1）法案 21AA 条款下豁免申报的新化学物质：报告物质名称 ( 可申请豁免提供物质名称，但需要提供商品名）和数量

和豁免的类型；2）法案 40N 条款下的新化学物质：物质名称、数量和新发现的危害信息等。
报告频率 年报，每年 9 月 28 日前报告上一注册年的情况（9 月 1 日 -8 月 31 日）
报告形式 在线年度报告（详细）或在线声明
加工使用 无需报告
何 种 条 件 下 可 以
豁免信息报告

取得 PLC Certificate，Standard Notification Certificate 或 Limited Notification Certificate 的新化学物质

3、欧盟
我们认为 REACH 与我们条例所述的法规通过收集基本信息然后进行优评优控的管理思路有很大不同，

故未进行深入研究。

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现行的 NICNAS 法案只针对新化学物质有年度报告要求。对于已有物质，有一个优先考虑的现

有化学物质清单 (Priority Existing Chemicals，简称 PEC)，对于列入清单中的物质或者 NICNAS 考虑列入清单

中的物质，NICNAS 有权要求与该物质有关的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如数量、用途、下游用户、使用方式等）

用于评估。关于新化学物质年度报告的详细要求，请见下表。

加拿大未采用收集对所有物质信息再评估的立法模式。

加拿大是世界上首个先对物质进行归类研究然后再立法的国家。此做法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最有可能有

问题的物质。加拿大利用广泛使用的筛选工具于 2006 年完成了 23000 中的现有物质整分类筛选，确定 4300 种

物质符合进一步关注的标准，针对这些物质颁布了《化学品管理计划》。该计划中然后确定了这些物质的优

先顺序，在 2020 年前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段物质评估，提供一系列管理措施减少暴露，减少潜在的影响，进一

步保护人和环境的安全，同时确定第三阶段要评估的约 1550 种物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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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日本化审法年报的主要信息如下

报告对象 生产、进口企业
报告内容 化学物质名称（化合物非混合物）、生产进口数量、用途
报告形式 在线填报、光盘、纸质文件均可
报告频率 年报（上年度 4 月 - 本年度 3 月），4 月 1 日 -6 月 30 日期间进行报告
豁免情形 ①列入无需报告物质清单的（主要包括：通过高分子化合物安全性评价或低关注的聚合物；天然大量存在的物质；已

有其他法规管理的物质等）；
②生产 + 进口总量少于 1 吨（监控化学物质少于 1 公斤的）；
③科研用途的物质；
④混合物中的一般化学物质含量低于 10% 的；
⑤优先评估化学物质或监控化学物质作为杂质存在含量低于 1% 的；
  （有意添加的情况下无百分比限制）
⑥不符合“生产”情形的（从国内企业购入后转卖或通过不产生化学反应的混合、成型加工、提纯等制得的产品）；
⑦不符合“进口”情形的（进口成型品或一般消费品的混合物）。

用途报告 在化学物质用途分类表（49 类）中选择用途。
生产进口商如能从下游客户获取用途信息即选择相应的用途类别，如不能获取用途信息，可根据推测的用途选择用途
类别，如可能有多个用途，选择排放系数最大的用途，如果不能推测用途，可选择其他项（49 类用途中的一种），按
排放系数 1.0（即全部排放到环境）考虑。

进 口 混 合 物 组 分
信 息 不 能 获 取 怎
么办

混合物中组分（一般化学物质）含量低于 10% 豁免报告（即只要求报告主要组分），就是考虑到大多保密的组分都是
含量较低的组分，如果保密组分超过 10% 又无法获知相关信息，可个别跟政府部门商议。另外如果 SDS 提供的组分含
量使用的是一个范围的话，用最高百分比计算。

法规链接 主要依据来自日本经产省发的关于一般化学物质和优先评估化学物质数量报告 Q&A。http://www.meti.go.jp/policy/
chemical_management/kasinhou/files/qa/todoke/qa_todoke_120803.pdf
年报相关要求及表格：
http://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kasinhou/general-chemical.html
一般化学物质用途分类表：
https://www.nite.go.jp/chem/risk/ippanyoto.pdf
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用途分类表（更细化）：
https://www.nite.go.jp/chem/risk/yusenyoto.pdf

四、其他
关于加拿大的现有物质管理，相比较来讲是比较领先并且高效的管理模式，政府现行对现有的物质进行

筛选，然后集中精力管理最需要关注的物质。建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我国的管理模式，科学有效进

行化学物质管理。 

基本信息报告的工作汇报 - 补充

一、信息报告内容：
• 企业信息： 名称，注册地址

• 化学物质：中英文化学物质名称（如不知道，可联系上游按第三方信息给出）；CAS（如果有）

• 年生产 / 进口数量

• 用途：采用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草案）附件 2《化学物质用途代码表》中的用途并给该用途下的

估计年用量范围（如 <1t，1~10t，10~100t，100~1,000t，1,000~10,000t，>10,000t），不需要细分到详细用途

分类。

• 报告表格中给出“信息保密”的选项，保护企业的商业机密。

理由： 
1、基本信息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现有化学物质中筛选出优评的物质。企业在基本信息报告中给出的

数据用于估算是生产、加工使用环节的暴露，MEE 结合政府掌握的化学物质筛选出需要优先评估的物质。优

先评估的物质进一步作风险评估报告继而进行环境风险管控。

2、基本信息收集阶段要尽可能收集优筛所必须的有效信息，如该阶段要求的信息过于详细，考虑到现有

化学物质的数量巨大，信息收集有难度，汇报工作量大，企业难以操作最终导致条例无法落地实施。

3、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基本信息汇报不需要给出详细用途分类，否则工作量大且也对筛选优评物质的作用

不大。当对优评物质进行风险评估的时候，再进行详细用途分类。

我们收集了美国 TSCA 对于优先管理物质、加拿大、日本 PACs、欧洲 CoRAP 的筛选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中涉及到用途汇报的要求，MEE 老师参考， 见后附的简要介绍和收集到的 PPT 资料。

我们注意到各国对于敏感人群如儿童的暴露、存储地址靠近水源和广泛分散用途等情况均比较关注，但

鉴于我们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标准或指南来对上述情形进行规范，企业不知道如何来正确有效地进行汇报。我

们没有在我们的建议中提出，但把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乘数如上供政府参考。

二、报告周期设为三年的主要依据
我们建议在进行报告周期的设定周期为三年主要基于如下考量：

1、设置过短，如每一年进行报告，存在报告量大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2、通常化学品进口、生产量以及加工使用情况不会在一年到两年有很大变化。

3、信息收集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优评物质的筛选。应结合优评物质筛选的频率来确定企业基本信息报告的

频率，即能满足监管需要，又能够合理减轻企业负担。

三、加拿大政府筛选标准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案 CEPA 1999, 要求环境和健康部对加拿大国内物质名录上的 23000 个物质根据特定的

标准筛选出 4300 个物质进行优先管理。优先筛选标准如下：

1、可能对加拿大人口暴露最大

2、根据试验数据或其他研究表明其就有持久性 P 或蓄积性 B, 并对人体或其他生物有固有毒性。

注：我们将原参考文献 PPT 中的内容截图以方便对照，便于理解，并避免由于翻译不当而引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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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的流程如下图所示，对国内物质表 DSL 上 23000 个物质在人体暴露、持久性 P 或蓄积性 B，人体或

其他生物有固有毒性方面进行分层次的筛选评估。

持久性 P 或蓄积性 B，非人体的其他生物体有固有毒性的筛选标准如下。

人体暴露可能性最大的评估采用简单暴露工具（SimET）来进行，对所有 DSL 上物质根据申报人数量，

物质总量和用途加和。 人体固有毒性也采用简单模型，通过证据权重来对多毒性重点来进行判订。

简单暴露工具（SimET）详述如下，对所有 DSL 上的物质就申报人数量，物质总量和用途种类进行加和计算。

选取大于 100 吨 / 年和申报人数量多且用途种类多的物质作为最具有暴露潜力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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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简单暴露工具（SimET）计算的数据来自于 1987 年 DSL 物质收录时收集到的信息，如申报名称、生产地、

贸易类型（进口还是生产）、用途、数量范围、物质名称和 CAS、分子量结构式（如果有）。

通过 P,B,T 和最大人体暴露可能的筛选评估，得出如下的评估结果。

上述内容参考自下面两个 PPT。

更多法规出处和相关法规信息见下：
1. 加拿大优评物质的法规出处
  

2. 加拿大环境部低生态关注物质的快速筛选技术方法
  

3. 公众暴露评估方法和工具

  

4. 持久性和蓄积性管理规定
  

四、加工使用方是不是需要进行报告
1、从源头进行管理，进口者和生产者汇报年进口 / 生产量是最准确。

2、加工使用者多数情况下并不掌握所采购的化学原料特别是混合物的化学成分信息，无法操作，无法保

证报告的正确性。

3、一个化学物质可能有好几个层级的加工使用者，如何来让所有供应链上的信息都能够准确的进行报告，

有很大的难度。

4、从我们研究的几个国家的信息报告情况来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均是由进口和生产者来

进行汇报的。加拿大仅对筛选出的 4300 种物质中的某些物质需要加工使用者进行汇报。

5、当对优评物质进行具体的风险评估的时候，才需要考虑是否必要和如何向加工使用者要求其进行报告。

五、如何能够确保进口仅供贸易的贸易商进行报告
提高企业合规意识；增加政府的执法效力。

附件 1 
一、美国 TSCA 对于优先管理物质
50% 的优先评估的化学物质出自于 Work Plan。 优先选取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分值为 3 并且具有一致的

人类致癌性和高急性 / 慢性毒性。危害、暴露、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存储处靠近水源，使用情形和用量，

及其使用情形和用量重大变化都将被优先评估化学物质时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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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A work plan 采用两步法进行，第一步按照重点考虑的关键因素对可能候选物质进行识别，第二步根

据危害、暴露、持久性 / 蓄积性进行评估。

第一步中重点考虑的关键因素见如下文档第 11-15 页。其中与用途有关的信息如下截图，与儿童有关的

用途需要重点关注。

  

 

    

第二步中， 与暴露相关的使用信息中提到，物质应用到市场端的客户使用，广泛分散用途使用 (Widespread 

use) 需要特别关注。

 

最后危害、暴露和 P/B 评分之和 7-9 分的进入 TSCA Work plan。

 

US EPA 网站上关于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的信息见下链接。

https://www.epa.gov/assessing-and-managing-chemicals-under-tsca/prioritizing-existing-chemicals-risk-

evaluation#candidate

二、日本 PACs
日本 CSCL 采用多步骤评估的原则，有关部门通过对一般化学物质的筛查评估（Screening Assessment），

识别出优先评估化学物质（PACSs），然后对优先评估化学物质进行“步进式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和

长期毒性研究，为指定第二种特定物质（Class II）提供科学依据。这是一个高效的方法，逐步减少目标化学

物质的数量，也逐步扩展用于风险评估的信息。

在筛查优先评估化学物质时，日本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 暴露（Exposure）

• 危害（Hazard）

 

暴露分级：
筛查评估过程的暴露等级采用粗略估算的方法。根据企业年度报告的生产 / 进口量、用途分类以及有关

部门按照用途制定的排放因子，对进入环境的化学物质进行粗略估算。根据计算结果进行暴露分级，分为 1、2、

3、4、5、N/A 共 6 个等级。

其中：

某化学物质释放进入环境中的总量 = 生产阶段的排放 (A)+ 加工使用阶段的排放 (B)

A= 报告的生产量 * 生产阶段对应的排放因子

B=Σ（报告的转移到各用途的量 * 各用途对应的排放因子）

- 总量 >10,000t → 1 级

- 总量 1,000~10,000t →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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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 100~1,000t → 3 级

- 总量 10~100t →  4 级

- 总量 1~10t → 5 级

- 总量 <1t → N/A

排放因子分为向大气排放和向水体排放两个因数，用于分别计算对人类健康评估和环境评估的排放总量。

危害分级：

日本政府自行收集现有的可靠的对健康和环境危害信息，并根据收集的信息进行危害分级，分为 1、2、3、

4、N/A 共 5 个等级。危害信息包括一般毒性、生殖 / 发育毒性、致突变性和致癌性、生态毒性。如果特定几

种毒性终点没有现有数据的支持，将采用默认等级 2 级进行评估。在筛查评估过程中不需要企业提供化学物质

危害相关的资料。

关于具体的评估和分级，请参见 CSCL 下筛查和风险评估的官方详细指南（仅日文可查）：

https://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kasinhou/information/ra_index.html#screening

根据危害等级和暴露等级，使用优先矩阵进行风险筛查。定义为：

• 高风险的化学物质，录入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名单；

• 低风险的化学物质，仍按一般化学物质进行管理；

• 中等风险的化学物质，经过专家评审后决定。

对于识别出的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如生产 / 进口量 >1t/yr 且含量 >1%，相关企业需要进行年度报告。与

一般化学物质年报表格有所不同，除了报告化学物质名称、CAS No.、生产 / 进口量，还需报告更详细的用途

信息（见下）以及生产 / 加工使用地，用于后续的风险评估。

主要链接如下：

Use category and emission factor：https://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kasinhou/files/

information/ra/emissionfactor-v03_screening_e.pdf

Use category for General Chemical substance

https://www.nite.go.jp/chem/risk/ippanyoto.pdf

Use category for PACSs (detailed)

https://www.nite.go.jp/chem/risk/yusenyoto.pdf

三、欧洲 CoRAP
2011 CoRAP 筛选标准见下链接

http://echa.europa.eu/documents/10162/13628/background_doc_criteria_ed_32_2011_en.pdf

其中与暴露相关的筛选条件主要为广泛分散用途 ( 使用点的数量，排放和暴露的形式和数量、已报告的使

用和不同申请者暴露场景的类型和数量、物质存在于公众可用到的混合物或制品中、暴露人群的可能范围 ) 、可

能涉及工业使用排放的使用该物质的工厂数量、 消费者使用和敏感人群（如儿童）暴露和数量加和。请参见

上面链接第三页 Exposure related selection criteria。 

第二章 关于优先评估物质的数据收集机制

一、优先评估物质的数据收集机制（《条例》草案第十四条）
1、数据类型
物理化学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等危害性数据。

环境排放的数据、企业周边情况等暴露数据。

2、收集对象
物理化学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等危害性数据的收集对象主要是生产和进口优先评估化学物质

的企业。

环境排放的数据、企业周边情况等暴露数据的收集对象主要是生产和加工使用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的企业，

可通过“基本信息报告”提交。

3、危害性数据缺口的确定
生态环境部负责收集现有公开的危害性数据，来源包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献，国外政府机构编写的报

告和公开数据库等。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但是又必须作为风险评估依据的数据，认定为数据缺口。生态

环境部鼓励相关企业提交数据补足缺口。

4、危害性数据的收集
生态环境部公告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号召建立数据评估团体，生产和进口企业自主加入并推举“领头人”企

业，负责推进数据权重评估和提交等工作，并协调各企业分摊数据成本。如果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公告后一定

时间内（例如 6 个月）没有企业加入数据评估团体，则由生态环境部委托相关技术支持单位开展数据收集工作。

5、新开展的试验
数据评估团体优先提交已经掌握的数据，包括已经完成的试验，交叉参照和软件估算等，生态环境部依

据现有数据委托相关技术支持单位开展风险评估。针对评估结果为具有潜在高风险但缺少明确证据的优先评

估化学物质（例如已经确定持久性和毒性，log Pow>3.5 但缺少明确的蓄积性结论），可以要求数据评估团体

开展危害性测试，“领头人”企业负责协调各企业分摊测试成本。如果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公告后一定时间内（例

如 6 个月）没有企业加入数据评估团体，则由生态环境部委托相关技术支持单位开展相关试验。

6、重新提交的数据
生态环境部应当公示评估的结果草案，在公示期内，如果数据评估团体对于评估结果有异议，应在规定

时间内一次性提交新的数据。其他未加入数据评估团体的企业，也可以在这一环节参与提交数据。相关技术

支持单位依据新的数据，审查风险评估结果，做出是否需要修改评估结果的结论，生态环境部公告最终评估

结果。

二、关于解决“搭便车”和激励企业全面参与的问题：
为尊重企业的数据所有权，而且考虑到对现有物质的生产、进口和使用企业的影响比较广泛，优先评估

物质的危害数据应当由企业自主自愿提交，不适合在危害数据分享环节强制企业提交数据以及设立“禁令”或规

定相应罚则，否则违背了国家“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生产或进口优先评估物质作为核心业务的企业，风险评

估的结论可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后续经营和管理，因此预计该类企业会有很大的动力参与数据的分享和风险

评估的工作。对于某些企业没有数据在手，或者虽然进口或使用该物质但影响不大，可考虑允许该类企业根

据自身情况权衡利弊采取行动，可以在第一轮数据收集和评估的过程中自主参与进来，也可以在评估结果草

案公示期内参与进来补充数据，否则，未参与的企业只能接受评估团体出具的最终评估结果并根据评估结果

制定和落实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生态环境部应加强对企业的检查和监督工作，同时数据评估团体也可以作

为技术支持单位，由生态环境部组织为那些不具备风险评估知识和能力的企业开展培训。对于不能按照评估

结果制定和落实相应措施的企业，可考虑制定一定的罚则甚至退市，由此尽量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同时，可

以考虑为主动参与数据分享的企业设立一定的激励措施，比如合理地减免这类企业新测试费用的分摊成本，

以此激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数据分享环节里来。

报告频率，即能满足监管需要，又能够合理减轻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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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信息公开与传递及 CBI 信息

一、关于信息公开和信息传递（第二十二条）的修改建议
原文：第二十二条【信息公开和信息传递】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信息公

开平台。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企业应当每年在平台上发布上一年度优先控制化学物质

的名称、数量、用途、环境排放情况，含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固体废物产生和处置情况，以及环境风险管控

措施落实情况等，并对其自行发布的环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企业应当向下游用户传递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要求。

建议修改为：第二十二条【信息公开和信息传递】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

信息公开平台。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企业应当每年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汇报上

一年度符合上报条件的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名称，向环境中排放数量和其废弃物产生和处置的数量等情况，

并对其报告的环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整合与汇总企业上报

的环境信息，通过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统一公布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环境排放信

息。

生产、加工使用或进口企业应当向下游用户传递第十八条规定的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要

求。下游用户需落实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修改理由如下：
1、信息公开的主体建议由企业修改为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理由：对于优控物质环境信息的公开，由主管部门统一公开，不仅有利于公众了解优控物质环境排放的

总体情况，也有利于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

参考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及欧盟其他有类似于优控物质管理的国家，其信息公开均由主管部

门对企业上报的信息整合汇总后，由主管部门统一公开。

2、公开的信息去除数量、用途与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但量化环境排放与废弃物处置
理由：本条例第十三条【基本信息报告】已经要求相关企业每年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上报化学物

质的用途和数量等情况，没有必要另外再要求企业上报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用途和数量的情况。而且用途和

数量可能涉及商业秘密，不宜通过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

公开量化的信息简单明了，降低复杂性。既有利于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又可以让公众更直观的获得环境信息。

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删除的理由：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是使用者和生产者的主体责任，第

二十二条也建议增加使用者须落实“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措施”，“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控

措施”最关键在于落实。是否真的落实，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对生产和加工使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企业上报

的向环境中排放数量和其废弃物产生和处置的数量等可为主管部门了解优控物质的动向和监督检查提供重要

参考依据，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的描述性陈述在优控物质的信息统计性和决策判断上意义不大。但

是可以在要求企业提交上一年度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的内容加入企业的自我说明是否有超标排放或违

规罚款等简单的合规情况。

3、信息传递引入条例第十八条并强调下游用户是落实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的责任与义务的主体
理由：本条例第十八条对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的制定有详细的规定，在信息传递中引入是对其规定的再次

强调，并且明确了传递信息的出处及内容，使需要传递的信息有据可查。

主管部门在根据第十八条制定了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后，其信息的传递与落实由企业

完成，主管部门的责任只需完成事后监督即可。

对于信息传递，上游供应商有责任告知下游用户有关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要求。但是

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是每一个加工使用者的责任。故在修改意见中增加了对下游用户落实风险管控措施的要求。

二、 对信息报告的实施细则的一些建议
1、对优先控制物质的信息汇报
（1）优先控制物质虽然是对环境或健康可能具有较大风险的物质，需要优先控制管理。但风险与暴露量

有关。故建议制定具体实施指南中设定合理可操作性的阈值，包括排放总量的阈值及混合物中浓度的阈值，

超过阈值的优先控制物质才需要进行上报及信息公开。

（2）此项建议的考虑基于实际实施过程中避免“一刀切”，对优先控制排放量或浓度非常低的情况，没必

要花费精力去控制，以集中精力管理较大风险的情况。

2、对于汇报企业的筛选
对于汇报企业的筛选，可设定一些较受关注的企业类型为筛选条件，符合关注条件的企业才需要进行优

控物质的汇报。

3、商业信息保密 (CBI) 的保护
在优控物质的管理中涉及到信息的公开和传递，CBI 保护是各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故建议在制定具体的实

施指南中设定企业可申请 CBI 保护的细则。

二、我们对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欧盟对优控物质的法规信息收集
1、美国 TRI -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优控物质
信息汇报

汇报主体

符合下属要求的，必须进行 TRI 报告： 
- 属于特定行业类别（参见附件）
- 全职员工人数超过 10 人（即大于等于 20,000 小时）
- 生产、进口、加工或使用 TRI 列明的化学品超过规定阈值的（参见附件）

汇报内容

工厂信息：如名称、地址、技术联系人信息、承诺声明、总公司信息等
• 化学物质信息，如： 
- EPCRA Section 313 列明的化学品信息
- 混合物组分信息
- 生产、进口、加工和其他用途（使用专门的代码）
- 申报年内任何时间现场 EPCRA Section 313 列明的化学品的最大量
- 进入各环境介质的有毒化学品数量
- 有毒化学品通过废弃物转移至场外的量
- 现场废弃物处理、能源回收和循环方法
- 源头消减和废弃物管理
- 其他污染预防信息

汇报时间 每年的 7 月 1 日前

信息公开与传递

公开方式
EPA 在收集、整理、分析企业提交的相关数据后，通过网络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为方便公众查询，
EPA 开发了查询工具 TRI Explorer。

公开主体 EPA

公开内容 
工厂信息（名称、地址）、化学品信息（名称、CAS）、年排放量、废弃物年转移量、处置、回收、循环量，
过去三年工厂符合性状态等。EPA 在收集、整理、分析企业提交的相关数据后，通过网络向社会进行
信息公开。公开的信息可以根据工厂、化学品种类、行业或地域进行细分。

信息传递 化学品信息（类名如保密）和含量（精确的或最大的或平均的含量）

CBI 向 EPA 提交两份保密信息证明表格和两份报告，一份报告提供化学物质的真实信息，另一份提供化学
物质的类名或类别。如果保密信息被 EPA 接受，提供类名或类别的报告信息将向公众公开。

优控物质
信息汇报

汇报主体

企业类型：
• 24 种类型的企业并且其全职员工大于 21 名； 或
• 4 种特殊类型的处置设施；
PRTR 物质报告阈值 （年度处理量）：
• 1 级 PRTR 物质： 大于 1 T（初始 2 年为 5T）；或
• 特定 1 级 PRTR 物质： 大于 0.5 T

汇报内容

释放量到
- 空气
- 公共水体
- 到土壤（现场）
- 现场垃圾填埋处理
转移量到
- 污水
- 场外

汇报时间 每年 4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

2、日本 - JP/PRTR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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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与传递

公开方式 官方网站
公开主体 经济产业省（METI）及环境省（MOE）

公开内容 
• 全国企业上报的释放量及转移量的总量报告， 可按物质或企业类别查询。
• 官方 (METI 及 MOE) 自行估算的其他不需要上报的排放量及转移量的总量报告，可按物质或其他不需要
上报的释放源类别查询。

信息传递

当产品的 PRTR 物质浓度大于以下阈值，应当通过 SDS 和标签（符合 JIS Z7253）向下游用户传递相关的
PRTR 物质信息。
• 1 级 PRTR 物质大于 1%;
• 特定 1 级 PRTR 物质大于 0.1%）

CBI • 官方公开的汇总报告没有个别企业的信息，但公众有权向官方查询在汇总报告内涵盖的个别企业的信息。
• 企业可以向官方申请以类名 "Corresponding Chemical Substance Category Name" 来上报年度报告。

法规链接

Japanese PRTR： 
http://www.env.go.jp/en/chemi/prtr/about/index.html
官方公开数据
http://www2.env.go.jp/chemi/prtr/prtrinfo/e-index.html
http://www2.env.go.jp/chemi/prtr/prtrinfo/e-about.html
SDS 及标签
• Art. 14 of PRTR Regulation:
http://www.env.go.jp/en/chemi/prtr/regulations/pdf/prtr_act_jap.pdf
• Art 3, 4, 5 of METI Ordinance: 
https://www.meti.go.jp/policy/chemical_management/english/files/MinistrialOrdinance_SDS2012_
ProvisionalTranslation.pdf
CBI 保护 Art 6, 10, 11 & 13 http://www.env.go.jp/en/chemi/prtr/regulations/pdf/prtr_act_jap.pdf

3、韩国 -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TRI) Chemicals

4、加拿大
加拿大未采用收集对所有物质信息再评估的立法模式。

加拿大是世界上首个先对物质进行归类研究然后再立法的国家。此做法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最有可能有

问题的物质。加拿大利用广泛使用的筛选工具于 2006 年完成了 23000 中的现有物质整分类筛选，确定 4300 种

物质符合进一步关注的标准，针对这些物质颁布了《化学品管理计划》。该计划中确定了这些物质的优先顺序，

在 2020 年前完成第一和第二阶段物质评估，提供一系列管理措施减少暴露，减少潜在的影响，进一步保护人

和环境的安全，同时确定第三阶段要评估的约 1550 种物质，等等。

优控物质
信息汇报

汇报主体

下列要求之一：
- 约 40 个行业的工厂
- >30 人的点源污染物排放工厂（1 类物质大于 1 吨 / 年或 2 类物质大于 10 吨 / 年）
- MoE 认为要列入的其他非点源污染物排放工厂

汇报内容
若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TRI) Chemicals 含量大于 0.1%/ 1% 且年使用量大于 1 吨 / 年或 10 吨 / 年：TRI 的名称、
年使用量、用途、进入各环境介质的数量、通过固废和废水进入场外的数量等。

汇报时间 每年 4 月 30 日前

信息公开与传递

公开方式 政府公报和 NICS 网站 https://icis.me.go.kr/prtr/whatsprtr.do
公开主体 MoE

公开内容 全国的情况（每种介质中的污染物年总量、每种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TRI) Chemicals 的进入每种环境介
质的年总量等）

信息传递
若 PEC 已按第 32 条报告，进口商或生产商则需向下游客户传递如下信息：PEC 的名称、登记号、用途、
使用条件等

CBI 无 CBI 问题，因为政府只公布全国数量
法规链接 Korea online data on PRTR： https://icis.me.go.kr/prtr/english.do

优控物质
信息汇报

汇报主体 不需要
汇报内容 不需要
汇报时间 不适用

信息公开与传递

公开方式 加拿大大公报（Canada Gazette）包括在网站上
公开主体 ECCC 和 HC
公开内容 物质名称，CAS No. 和风险管控措施等信息

信息传递

进口者、生产者或者加工使用者可以邮件，合同或者其他方式传递，需要保存传递记录；标注 Significant 
New Activity (quantity, new use) or New substance 需 要 将 风 险 管 理 公 告 的 内 容 或 新 物 质 的 Ministerial 
conditions 传给下游客户。若 PEC 已按第 32 条报告，进口商或生产商则需向下游客户传递如下信息：PEC
的名称、登记号、用途、使用条件等

CBI
报告的某项内容需要保密，企业须提交书面申请。保密的内容可包括：商业秘密、常见的财务，商务，
科研和技术保密信息、可以合理地预见披露会导致重大财务损失或收益，或者可能合理地预见会损害提
交者的竞争地位、可预见影响提交者的合同或谈判内容的信息。

法规链接 Work plan: information gathering under the Chemicals Management Plan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chemical-substances/canada-approach-chemicals/
information-gathering.html#s4
Chemicals Management Plan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chemical-substances/chemicals-management-plan.html

5、欧盟

三、关于优先控制化学物质信息公开的相关建议
（一）通过勾选选项的方式在优先控制化学物质信息公开平台上报告
企业界普遍认为通过在平台上 勾选选项的方式报告及勾选保密信息的方式比较高效。但是也希望 MEE

能提供其它报告信息的途径，如制定报告信息表格的模板，企业可以通过填表的方式报告。在报告方式上为

企业提供一些弹性。

由于填表报告的方式需要 MEE 更多的时间进行数据整理，MEE 可以通过要求填表提交的时间早于网上

提交时间的方式。从而有时间汇总数据。

（二）针对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上报信息列表及信息公开列表
1、量化的信息报告实施性强。但政府需要制定针对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检测方法及排放标准。

2、信息公开方面，只公开行政区域内的总量信息，不公开每家企业的具体情况。既可以使公众了解本区

域的环境信息又可以消除企业在信息保密方面的顾虑。如上有关优先控制化学物质的上报信息列表及信息公

开列表，请参见附件 .

信息公开与传递

公开方式 公开信息通过 ECHA 网站公布，包括 the ECHA Dissemination Website
公开主体 ECHA

公开内容 

1. 符合要求的分类的物质的名称
2. EINECS 名称 - 如适用
3. 该物质的分类和标签
4 . 物理化学数据 
5. 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研究的结果
6. 根据附件 I 确定的 DNEL 和 PNEC
7. 按照附件 VI 第 4 和第 5 节提供的安全使用指南
8. 根据附件 IX 或 X 提出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可以在排放到环境中时检测危险物质，并确定人类的直接接触。

信息传递 SDS 用于供应链传递

CBI 对分类和标签起关键作用的杂质浓度、一个物质的注册总量级、物质的贸易名称、“研究摘要”和“详实研究摘要”
等。

法规链接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02006R1907-20190107.

序号 　类别 报告信息 是否保密

 1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是

2 企业地址 是

3 企业联系人信息 是

4

化学品信息

化学物质中英文名称 是

5 CAS（如有） 是

6 年用量 是

7 用途（用途代码表） 是

8 活动类型（生产、进
口或加工使用）

是

9

释放量

空气年释放量 是

10 公共水体年释放量 是

11 现场土壤年释放量 是

12
转移量

污水年转移量 是

13 场外年转移量 是

14 废弃物 现场废弃物处理量 是

15
其它

保密申请信息 是

16 　

序号 类别 公开信息

1

化学品信息

化学物质中英文名称

2 CAS（如有）

3 行政区域内年用总量

4

释放量

行政区域内空气年释放总量

5 行政区域内公共水体年释放总量

6 行政区域内现场土壤年释放总量

7 转移量 行政区域内污水年转移总量

8 废弃物 行政区域内现场废弃物处理量



AICM

2019 IPAC Report  2019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Position Papers    |  建议函汇总

建
议
函
汇
总

 154  155

第四章 关于风险评估的过程参与
 

我们建议在第 16 条增加“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工作，设立由相关

技术单位、行业专家组成的项目组展开危害评估和暴露评估。”

理由：企业对其生产或进口的化学品特性以及风险知识有特定优势，鼓励他们加入到风险评估的项目中，

不仅有利于各种数据的收集，而且能够确保风险评估能更贴近实际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条例第 5 条设立的

独立“环境风险专家委员会技术评审”制度，可有效确保风险评估结论的公证性和科学性。

第五章 风险管控的物质范围

一、建议管理物质的范围
我们建议管理物质的范围为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 PBT) 化学物质；致突变、致癌、生殖毒性（CMR）

GHS 分类为 1A、1B 类的化学物质

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方面 :

1、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 ( PBT) 化学物质是指同时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化学物质。

PBT 化学物质在环境中不易降解、在生物体内易蓄积并具有长期毒性，会对人体和生态环境造成更严重危害。

此外，由于某些 PBT 化学物质也有可能通过大气、水和土壤进行传输，影响范围涉及很远的地理学范畴或生

物世代，而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因此，对 PBT 物质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其进行着严格的管理。建议对 PBT

类物质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

判断一种化学物质是否是 PBT，需要基于该化学物质的理化性质、环境行为、法定的判定标准进行判断。

各国的法规标准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可能出现不同国家对同一物质做出不同结论的案例。因此，建

议我国依据中国实际情况、参考美国、欧盟等其他国家相关法规和国际公约制定我国相关标准、技术指南，

以支持 PBT 的筛选。这些技术指南还应包括：在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时如何使用其他方法（如（Q）SAR、

交叉参照）来填补数据缺口？如何使用证据权重（WOE）法综合各类数据和信息作出更合理的判定？

2、致突变、致癌、生殖毒性（CMR）化学物质：致突变物质是指可导致细胞中遗传物质的数量或结构发

生永久性改变的物质，在 GHS 分类中称为“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物是指可导致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生率的物质。

生殖毒性物质是指对成年男性和女性的性功能和生育能力产生有害影响，以及对子代的发育产生影响的物质。

按照 GHS 分类标准，将这类物质分类为 1 类（包括 1A 和 1B 类）已知能对人体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或非

常可能对人体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 2 类：可疑人体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为有效保护人体健康，

建议对 CMR GHS 分类为 1A、1B 类的物质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

判断一种化学物质是否是 CMR GHS 分类类别 1A、1B。需要基于该化学物质的遗传毒性、生殖毒性、发

育毒性和致癌性毒理学测试结果，同时还需要参照流行病学资料进行综合判断。在动物实验结果为阳性时，

还需要根据其作用模式（MOA），通过人体相关性分析来判断在动物体内的结果是否可以合理外推到人体？

虽然已有 GHS 分类标准，但对化学物质进行这些分类时，常需要基于专家判断，同一物质相同数据源，在不

同国家和组织的分类可能不同，因此，需要制定相关的指南文件来指导 CMR GHS 分类类别 1A、1B，这些技

术指南还应包括：在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时如何使用其他方法（如（Q）SAR、交叉参照）来填补数据缺口？

如何使用证据权重（WOE）法综合各类数据和信息作出更合理的 GHS 分类类别？另外，对致癌物的风险评估

需要考虑其是属于遗传毒性致癌物还是非遗传毒性致癌物，这两类致癌物的风险评估方法有很大不同，为正

确进行致癌物 1A、1B 类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或指南文件。

二、风险管理措施
对 PBT 类物质、CMR1A,1B 类物质进行风险评估，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建议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有针对

性的风险管理。主要的风险管理措施包括：

1、减少、消除 PBT 化学物质的排放 ; 尽量截断 PBT 化学物质通过环境介质的传播。并且促进国际合作以

减少全球排放 ;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可以设定严格的排放标准。

2、减少公众 ( 尤其是高危人群 ) 对 PBT 类物质的暴露。

制定相关环境标准如饮用水标准、大气标准（包括室内空气、密闭空间空气质量标准）、土壤标准等环

境介质标准。

3、有效传递并执行风险管理措施

根据对 PBT 类物质、CMR1A,1B 类物质风险评估结果， 将在暴露评估阶段采用的暴露场景、相关假设和

风险控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使其工作场所有效执行，或传递给其下游用户。这些资料主要包括如何减少

排放量以及建立化学物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人体和环境暴露的风险管理措施 ( RMM) 和操作条件 ( OC) 。

4、不能通过风险评估的 PBT 类物质、CMR1A,1B 类物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经济原因 (socio-

economic reasons) 分析以及特殊用途权衡，从而决定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生产使用等措施。

第六章 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方法和工具
前言
随着化学品的管理法规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化学品的管理正由危害导向逐步向风险导向为主的方向转

变。化学品的危害是指化学物质所固有的，对生物体个体、种群和生态系统可能造成不良效应的性质。而化

学品的风险则是指化学物质造成不良效应的可能性，后者必须基于以下两点：

1. 化学物质的固有毒性（危害）；

2. 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数量以及人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受体所接触的这些化学物质的量（暴露）。

如果没有暴露，则任何有危害性的化学物质也不会产生风险，例如具有强腐蚀性的硫酸，对于预期不会

接触它的普通人群就不会产生风险，对于使用它的专业技术人员，在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其风险

也会大大减小。

一、化学品风险评估的方法（基本原则和程序）
化学品风险评估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分析，尽可能地了解化学物质的性质（包括理化性质、毒理学性质和

生态毒理学性质），以及其可能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不良效应的可能性。其基本的步骤包括：

1. 信息收集和评估，相应的信息包括物质的固有性质（危害性），生产及使用情况，操作条件和风险管

理措施等；

2. 危害表征，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确定剂量效应关系，推导无效应剂量或浓度（DNEL、PNEC），

进行危害分类及 PBT 的判定等；

3. 暴露评估，通过建立暴露场景，评估化学品从生产到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的排放和暴露，预测

计算相应的暴露水平（如 PEC）；

4. 风险表征，即对比预测的暴露水平和推导的无效应水平，确定化学物质的风险是否可控。

5. 风险管理措施，当风险较大时，通过收集相应的信息（如进一步的毒性实验数据）和改进操作和使用

条件（风险管理措施），对风险重新进行表征，从而降低和控制风险。

危害表征，大部分的危害表征可以在有效的毒理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根据实验类型、实验生物、数量等

的因素，通过赋予相应的评估因子（AF）或物种敏感性方法（SSD），计算推导无效应剂量或浓度。或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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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基准剂量方法，拟合出 10% 危害水平剂量 / 浓度。

暴露评估，主要由职业暴露评估、消费者暴露评估和环境暴露评估三个部分的内容，这三部分覆盖了一

个化学品从生产到使用到最终废弃处理完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的暴露场景。根据我国目前化学物质管理

的要求以及特点，较为集中在生命周期的上游阶段，并重点关注其对环境以及通过环境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

所以下面重点讨论环境暴露评估的场景和方法。

环境暴露评估是化学品风险管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明确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条件，预计出物质

的排放量，然后根据化学物质本身的性质和相应污水处理厂的工艺条件，以及自然环境如收纳水体的情况等，

计算得到其进入各环境介质的量，最终预测得到有关物质在各介质中的浓度，即预测环境浓度 (PEC)。环境

暴露评估包括三个主要的步骤：1. 确定操作条件（operation condition, OC）和风险管理措施 (risk management 

measure, RMM)，包括物质的数量、有效的过滤清洗操作、实际的污水处理措施等；2. 排放估算，根据适当的

排放因子和实际的操作条件及管理措施，确定目标化学物质对局部和区域环境的排放量；3. 环境分布和暴露计

算，由物质的性质和排放量，计算局部和区域的预测环境浓度。

作为化学品风险评估的组成部分，环境暴露评估不仅是环境风险表征（RCR）的计算因子之一，更是对

风险进行反复评估和管控的理论和操作依据。环境风险表征的另一个计算因子—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由

物质本身性质所决定，所以当物质自身的性质确定后，其生产和使用中的风险控制就必须由暴露评估中的各

项因素来进行调整，管理好各项操作条件，实施好风险管理措施，才能够实际有效的控制风险。

各国和地区在进行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时，其基本原理和步骤都是一致的，即通过对化学品生产 / 使用

的分类，建立暴露场景，确定释放因子，从而得到物质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排放量，进而根据物质的理化和

环境归趋的性质确定其环境行为，结合场景环境参数计算得到相应的预测环境浓度。而在整个过程中，排放

是环境暴露评估的基础，欧美国家从上个世纪的中后期开始着手对化学品的排放进行研究，并制定排放因子

从而确定其对环境介质的排放量。美国 EPA 在 1960 年代对化学物质的生产 / 使用进行标准工业分类（SIC），

建立了 40 多个类别，以此为基础，开发了暴露模型 E-FAST。欧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立环境暴露的评估

体系和方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依次开发了基于工业类别和使用类别的 A/B 表排放因子系统，基于环境释

放类别（ERC）的排放因子系统和在 ERC 基础上结合实际操作条件而设定的特定环境释放类别（SpERC）的

排放因子系统。在通过排放因子得到物质的排放量的基础上，根据物质的理化性质，确定其环境分配行为，

并由环境介质的各项参数（如固体、水、气体和有机碳在各环境介质中的分数等），计算得到预测的环境浓度。

这些环境行为均由相应的环境化学计算过程得到，各国和地区的差别仅在于特定的环境参数，调整相应的参

数即可得到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预测环境浓度。

二、化学品风险评估的工具
危害表征，通过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综合各项评估因子，即可计算推导相应的无效应剂量或

浓度，或者通过 EPA 的基准剂量软件（BMDS）计算 BMD。对 UVCB 这类复杂的化合物，Concawe 根据

Target Lipid Model (TLM) 开发了基于碳氢组的 Petrotox 模型来估计 PNECs。

暴露评估，由于暴露场景的复杂性和参数的多样性，暴露评估需要建立相应的模型，进而对其可能的暴

露浓度进行预测。根据暴露的类别，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工具基本如下：

1、职业暴露的评估工具

工具名称 特点

ECETOC TRA-worker 一级工具，预测吸入和皮肤接触的暴露

MEASE 一级工具，预测重金属和无机物的吸入和皮肤暴露

EMKG-Expo-Tool 一级工具，仅针对暴露场所的吸收暴露

Stoffenmanager 二级工具，针对低挥发性液体和吸入性粉尘的吸入暴露

RISKOFDERM 二级工具，用于潜在的皮肤暴露

Advanced REACH Tool (ART) 二级工具，可计算吸入暴露可变性和不确定性的整体分布

2、消费者暴露的评估工具

工具名称 特点
ECETOC TRA-consumer 一级工具，预测吸入和皮肤接触以及口服的暴露
ConsExpo web 二级工具，专业消费者暴露评估，列明所有公式
REACT 一级工具，基于 TRA，定量评估清洁剂中的物质的暴露
US EPA CEM 一级工具，TSCA 下的消费者暴露工具

3、环境暴露的评估工具
工具名称 特点
EUSES 一级工具，环境暴露（淡水、海水、土壤、沉积物、STP 等），以及通过

环境间接对人体产生的暴露
ECETOC TRA-env. 一级工具，用于对简单的化合物和混合物的环境暴露
Focus（pesticide） 分别有模块对土壤和地下水，地表水，径流和地表水进行暴露评估
Petrorisk 介于一级和二级间的工具，对 UVCB 化合物的环境暴露

    

值得一提的是 EUSES\ECETOC TRA 和 Petrorisk 这三个模型都是基于同一个机理对环境暴露进行评估。

EUSES 和 ECETOC TRA 适用于对简单化合物和化合物的环境评估，对大量物质的环境暴露评估需要额外的

用户设置。

Petrorisk 是 Concawe 根据石油化合物中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碳氢结构和物化等性质进行分组分析的模型，

可用于对复杂的 UVCB 化合物的环境风险评估。

欧盟化学管理委员会还开发了一个化学品暴露风险评估平台（Chesar），使得化学品可以根据物质固有属

性，生产使用情况，综合评估其在相关的职业工作者，消费者，及环境中的暴露，最后自动汇总成化学品风

险评估报告。其暴露评估还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操作情况（比如 SPERCs） 得到进一步改善。

注：一级工具基于“最坏场景”的暴露评估，得到的暴露估计比较保守，常用于风险评估排序中；二级工具

是对暴露参数和场景进行了更具体的设定，比一级工具更为接近实际暴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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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ICM's Suggestion to NMPA on Cosmetic Ingredients 
Filing Process

Summary: 
AICM's Suggestion to NMPA on Cosmetic Ingredients Filing Process
Issuer: IPAC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rkema, BASF, Clariant, Covestro, Croda, DIC, Dow, DSM, DuPont, Eastman, Evonik, Henkel, Honeywell, 
IFRA, LANXESS, Lubrizol, Lyondellbasell, Nouryon, Rio Tinto, Shell, Symrise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The State Council would like to issue Regulations on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Cosmetics, 
proposed by NMPA previously, which may remove the administration license of new cosmetics ingredients, but a record filing 
process instead, with years' advocacy efforts of our members. To give positive feedback and fully fulfil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smetics raw materials suppliers, we, as suppliers of cosmetics ingredients’ application,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draft measure 
for record filing of new cosmetics ingredients shall be a real record filing but not going through any technical review at a registration 
proces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we have met for years. 

Activities summary for your reference;
Initial survey in early April
Grouped several task forces at sub-committee. Mid-April
Specify the target points at Sub-committee meeting, April 24th, 2019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meetings were grouped from April -May, 2019
Core Team Review meeting, May 31,2019
Review at core team, early June,2019
Accomplish the proposal, Mid-June, 2019
Circulate to all members for awareness and comments, June 14,2019
Final review the proposal, June 17-18th,2019

Our Suggestions:
6.Positive feedback to NMPA that the record filing of new cosmetics ingredients in regulation is welcomed by our industry as raw 
materials supplier. The suppliers of cosmetics ingredients shall take full liability for the authenticity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s submitted. 
7.Suggest the measures on cosmetics ingredient filing process shall be a real record filing process but not going through any 
technical review or expert review process, say, a registration process. Commercial activities shall be automatically allowed once the 
record filing process is accomplished. 
8.Those requirements not associated to safety evaluation of cosmetics ingredients shall be fully reduced. And those advanced 
safety evaluation approaches, lik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methods of in vitro toxicological test, shall be adopted. 

Follow up actions:
Seek for approval from the board, June 19-21st,2019
Submit our proposal to NMPA, June 24-25th,2019
Workshop and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NMPA officials, June 28th,2019

尊敬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监督管理司：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

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

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

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首次明确化妆品新原料按照安全风险的高低来

区别管理，具有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美白祛斑等功能的较高安全风险原料进行注册，其他化妆品新原

料进行备案。《条例》也高度概括了备案应当提交的基本资料（四项）、规定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

在备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向社会公布化妆品新原料有关信息、经备案新原料投入使用后 3 年内应该由备案人

每年向药品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报告新原料的使用和安全情况等总体要求。同时，《条例》在企业主体责任方

面也进行了强调，如第六条（企业主体责任）明确指出“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对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

传负责”；第十条第三款“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 
行业内特别是化妆品原料生产企业非常赞同上述新原料按照安全风险高低进行区别管理的管理思路，同

时也期待《条例》和其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实施能够真正落实非高安全风险的化妆品新原料的备案管理。在确

保化妆品产品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地解决较长期以来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申报难、一定程度上阻碍化妆品产品

创新的困境。

借此机会，我们先阐述行业对于非较高安全风险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最主要的两点诉求：
1、明确告知性备案管理机制
1) 备案人按照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数据要求准备资料、对其资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负责、确保安全风险评

估结论真实、科学、可靠；备案公示后新原料即可投入市场。

2) 药品监督主管部门对备案人提交的备案资料作形式审查，不作技术审评。

2、减少非安全相关的备案数据要求，接纳国际最新的安全评价方法。
1) 在新原料备案的过程中允许使用国际普遍已经接受的体外毒理学测试方法，用于化妆品新原料的安全

评价。相关主管部门已经批准的体外试验方法仍未包括体外皮肤刺激测试方法，且已经批准的体外测试方法

过于老旧，很多方法目前国外已经不使用。考虑到新原料备案所需的毒理学试验数据通常在国外进行，且法

规也没有强制要求在国内实验室展开的现实情况，呼吁在新原料备案时接受国际上最新的、被广泛使用的体

外毒理学测试方法。

2) 备案资料应以确保安全为原则。备案人根据新原料的特性和用途准备相关资料，减少对原料安全无关

的工艺详尽参数、制造工艺过程等涉及敏感技术信息。

3) 当原料不适合某些测试时，如对难溶的高度交联共聚物测试其紫外吸收性能，允许企业使用更恰当的

测试方法以说明原料具有或不具有某些特性。

基于《条例》中已经明确的条款，结合我们的上述诉求，参考在目前化妆品新原料行政许可申报中遇到

的问题，我们对《条例》颁布后可能的实施细则（如《非较高安全风险化妆品新原料备案管理办法》）进行

了前期的探讨研究和可操作性分析，给出了关于非较高安全风险的化妆品新原料进行备案的判识简图、备案

的数据要求、备案流程及安全使用报告的总体建议。除总体建议之外，基于化妆品行政许可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预计在备案体系中仍需要解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以附件 1 其他需在备案中予以关注并解决的问题的形式

给出。

一、非较高安全风险的化妆品新原料进行备案的判识简图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但基于我们目前有限的认知水平，未能给出超过条例所列的、

可以被肯定地识别为较高风险原料的其他功能。

基于目前的认知和技术水平，我们的结论是《条例》已经罗列了目前已知的化妆品原料的较高安全风险

AICM 关于非高风险化妆品新原料备案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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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如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美白祛斑；我们的建议是在此阶段按照《条例》中明确给出“较高安全风

险功能”来进行排除性判别，不属于所列功能的化妆品新原料即为非较高安全风险的新原料，应进行备案 ( 见

图 1)。 在今后的化妆品管理过程中，如有其他化妆品原料较高安全风险的功能被确认，下述简图中原料在化

妆品中的“较高安全风险”功能也会随之更新。

 

图 1 非高风险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判识简图

二、 非较高安全风险的新原料备案的数据要求
（一）总体要求 
1、备案人对提交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

2、原料种类不同（一般化合物、聚合物、植物提取物等等），化学标识信息、理化性质、以及质量安全

控制等具体要求均有不同。备案人根据申报原料的具体种类和化学特性来提供备案资料中的相关信息。备案

资料要求仅给出通用要求，而不作具体数据要求的规定。

3、备案人按照化妆品原料安全风险评估的需要提供毒理学信息（毒理学测试， QSAR、Read Across 等）

和 / 或文献资料，如确需进行毒理学试验，接受欧洲、美国等普遍接受的动物替代试验方法。备案人对新原料

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如识别出安全风险物质，将其纳入质量安全控制指标。备案人确保安全风险评估结论真实、

科学、可靠。

（二）备案资料要求
1、注册申请人、备案人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2、新原料研制报告 
2.1 原料研发的背景、过程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2.2 原料标识信息

化学名称、INCI 名和中文译名、商品名、CAS ( 如有）、分子量、分子式、化学结构、来源。 
2.3 基本理化信息

2.4 原料的其他成分信息（如有）

2.5 原料的使用目的、使用范围，推荐使用限量 
3、新原料的制备工艺、稳定性及其质量控制标准等研究资料 
3.1 生产工艺简述：简述生产工艺并给出与产品安全相关的工艺注意事项。 
3.2 稳定性：稳定性测试报告，说明确认原料稳定性的指标和依据。 
3.3 质量和安全控制要求：明确给出确保原料质量和安全的控制指标和测试方法。 
4、新原料安全评估资料 
毒理学安全评估资料包括并不限于如下信息：

4.1 原料在化学品中的使用目的、使用范围、基于安全的使用限量和依据、注意事项、警示语。 
4.2 原料在国外（地区）是否用于化妆品的情况和说明。说明是否有安全食用历史或国内外政府官方机构

或者权威机构发布的或经安全性评估认为安全的食品原料及其提取物；说明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多年使用

历史和记录，以及未见不良反应或人体健康危害的相关文献。 
4.3 权威机构评估原料安全性的文献评估数据资料如 SCCS， CIR 等。

4.4 现有或已知的毒理学数据，包括毒理学测试，QSAR, Read Across 和文献资料等。 

化妆品新原料 原料在化妆
品中的功能？

防腐、防晒、着色、
染发、美白祛斑功能

较高安全风险的化妆品
新原料，注册经NMPA
批准后方可使用

不属于防腐、防晒、
着色、染发、
美白祛斑功能

化妆品新原料备案，
备案后可以进入
中国市场

4.5 当已知的现有毒理学信息不能够充分确认新原料的安全性时，可开展必要的毒理学试验。 
4.6 化妆品原料安全评估报告。 
三、非较高安全风险新原料的备案流程及安全使用报告 
（一）备案流程 
具体建议的流程如图 2 所示。企业自备案完成 10 天、网上公布备案信息后，该新原料即可用于化妆品的

注册和备案；备案过程中，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备案人提交的备案资料作形式审查，不作技术审评。

 

图 2 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流程

（二）使用和安全情况报告

由于商业模式的复杂性、供应链上难免存在的商业信息保密等原因，我们预计《条例》中关于新原料使

用和安全情况报告的部分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困难性。譬如当化妆品原料供应商通过经销商销售

化妆品新原料、之后由化妆品生产人使用该新原料制造化妆品，化妆品原料供应商作为化妆品新原料的注册人、

备案人并不能掌握新原料的使用情况，无法进行使用情况汇报。

上述类似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进行全面的使用情况汇报很难于操作，我们建议关注和化妆品新原料安

全相关的使用情况，与安全无关的使用信息如需费时费力来进行收集和汇报，则不应该强制汇报。

我们给出的可操作性的使用和安全信息报告的建议（如图三所示）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1、在化妆品新原料所涉及的供应链上，化妆品原料供应商、化妆品生产人各司其职，在其能力范围内提

供化妆品新原料的安全使用信息；

2、当有涉及新原料的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时，NMPA 发起不良反应事故调查，化妆品企业主导调查研究

并向 NMPA 汇报，备案人应当配合化妆品企业提供和原料安全性相关的信息。

 

图 3 安全使用信息报告

如上的总体建议和附件《其他需在备案中予以解决的问题》，供您综合考虑，希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在法规及相关办法的制修订过程中酌情予以考虑。我们也期待着就上述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为化妆品原

料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企业网上备案
确保正确填写必须的数据点

NMPA对网上填报资实
进行形式审查

使用和安全情况报告
（见下面）

三年内没有安全问题的新原料
录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有
安全问题的新原料，撤销备案。

网上备案完成后，化妆品企业
可以开始使用该新原料。

NMPA在网上公布备案信息
1公司名称
2原料商品名
3用途
4最大推荐剂量
5质量安全技术要求

自企业备案
完成后10天

化妆品企业使用新原料进行化妆
品生产时，新原料使用信息在化
妆品备案或者注册系统中由化妆
品企业录入。

1新原料注册人（原料企业）汇报其
年进口和/或生产量。

2新原料注册人（化妆品企业）汇报
其年进口量和/或使用量，使用情况。

当市场化妆品不良反应被报告后，
NMPA发起调查，化妆品企业主导
该调查研究，原材料企业配合调查，
确认不良反应是由化妆品中的何
种成分导致的。

N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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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其他需在备案中予以关注并解决的问题

（一） 关于申报原料标识的问题
1、经乳液聚合得到的聚合物乳液原料和经溶液聚合得到的聚合物溶液原料
问题陈述：通过乳液聚合得到的聚合物乳液和溶液聚合得到的聚合物溶液，符合欧盟《化学品的注册、评估、

授权和限制》（REACH）、《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等法规中关于“物质”的定义，其并不是几种原

料的混合，不属于“复配原料”。聚合物乳液（溶液）组分中除了未列入以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的聚合物成分外

还含有大量的水（溶剂）、少量的乳化剂等；如果将该乳液破乳、去除溶剂可能导致聚合物组分的结构发生变化，

与市售产品即真实投入化妆品中使用的原料产生背离。美国个人护理和用品协会（PCPC）基于原料具体成分

给出 INCI 为聚合物成分和 (and) 溶剂 和 (and) 乳化剂，但这并不是表明该聚合物乳液 / 溶液为复配原料。在

申报过程中，由于 INCI 名称中含有“and”被误认为是复配原料，不被允许申报。

建议：按照聚合物乳液、聚合物溶液的形式进行申报，无需提纯。

2、“复配”原料

问题陈述：企业有充足理由采用市售产品的形式进行化妆品新原料备案时，如测试含有溶剂的市售产品

更能真实反映原料投入到化妆品中的真实物态和毒理学效应。企业意愿按照市售产品的形式进行申报，但由

于“原料不应是复配而成”的规定导致不被允许申报。

建议：对于特殊情况，酌情考虑企业提交上述诉求的合理性，同意按照市售产品形式来进行备案，并以

市售产品形式录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

（二）企业更名流程的问题
问题陈述：企业合并拆分日益频繁，由此导致国外企业和国内在华申报责任人名称变更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目前的行政许可流程对于未有批文的企业没有给出企业名称变更流程，国外企业名称和在华责任申报人名

称无法在系统里进行变更。

建议：对于国外企业名称更名但其主体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仅为名称变更）的情况，国外企业对其在华

责任单位的授权仍然有效，无需重新授权，在华责任单位仅需提供生产企业名称变更的法律证明文件，即可

完成国外企业名称变更。 

（三）证明性文件要求繁琐的问题
问题陈述：目前国外企业变更签字人需要繁琐的国外公证认证，国内中英文一致性、原件与影印件一致

性公证。该认证公证费时费力。

   建议：在不影响法律效应的前提下，简化公证要求。

（四）测试报告相关的形式要求不合理的问题
问题陈述：部分企业被要求对英文毒理学测试报告进行中文全文翻译，要求不合理。

建议：我们建议对于英文测试报告，仅需提供中文摘要；对于除英文以外的其他外文测试报告，才考虑

提供中文全文翻译。

9 AICM’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o Draft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Summary: 
AICM’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o Draft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Issuer: IPA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from: AkzoNobel, Axalta, BASF, Celanese, Clariant, Covestro, Croda, DOW, DuPont, 
Evonik, ExxonMobil, Honeywell, IFRA, Kemira, LANXESS, Lubrizol, Merck, Nouryon, Shell, Sherwin, SI Group, 
Solvay, Wacker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MEE issued the draft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in mid-July,2019. Through years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risk-based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f our team, as a key regulation on registration of new substance, now the draft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focu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ver those substances with high environmental risk 
through adjustment of registration types and data requirements accordingly, which may further reduce 
the workload of industry at implementation. To give positive feedbacks and further clarify some issues,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our position to MEE and relevant technical institution. 

Activities summary for your reference;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survey, July 24-26th, 2019
Follow up sub-committee meeting, July 26th,2019
Future (2nd Round) comments shall be by July 30th, 2019
Group review on the special task forces, July 31, 2019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on specific comments, by August 2,2019
Feedback for major concerns by 17:00pm August 7th, 2019
Finalize the position if no major concern, August 8,2019
Submit to board for approval, August 9th, 2019
Submit to MEE, by August 16th, 2019

Our Suggestions:
9.Positive feedback to MEE that the current draft measurers are welcomed by multination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which are intended to reduce the work load through adjustment of registration types, 
reduction of  test data requirements and more adoption of global practices. The regulation may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substances with high environmental risk.  
10.It still needs much more clarified in application scope like API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For 
those substances already managed through administration license at relevant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y 
shall not be subjected to registration again when used as specialized applications bu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1.Special issue for polymer: In the situation that monomer or reactant with content higher than 2%, and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btained, record filing process shall be considered for the polymer. 
12.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GLP data requirements at health and eco-toxicological properties, Further 
clarifications on the terms like Accumulated Environmental Risk and record filing, etc. 

Follow up actions:
For approval from the board, August. 9-13,2019
Submit to MEE, Aug. 16,2019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MEE, and SCC, in mid-late Se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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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属企业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鉴于贵司于 2019 年 7 月中旬发布《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
法》）征求社会意见，此征求意见稿受到了行业内特别是各跨国化工公司的广泛关注与欢迎。我们
了解到《办法》通过优化调整申请类型设置，减少登记数据要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登记后
报告要求，注重与国际接轨，促进创新研究等多方面的措施推进简政放权。同时也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管理重点，集中管控高环境风险的新化学物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AICM 所属跨国公司对上述管理思路和诸多改革举措高度重视。

征求意见前期阶段，共征集到了来自跨国公司的近 200 条反馈意见与建议，在这些所提交反馈
的公司中，既有涉及生产和进口的原材料供应商、也有加工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公司代表参与讨论，
同时在地域上也覆盖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等多个区域的广泛代表性，也兼顾到了来自某些特定
行业的关注度。经过后续多轮研讨，形成初步反馈，现提供给贵司。普遍关注的内容涉及建议进一
步明确适用范围（如原料药等）、对于新化学物质单体或者反应体含量大于 2%，但已取得常规登记
证的聚合物给予列入备案情形的考虑、充分考虑出具健康或者生态毒理学测试数据的境外测试实验
室应当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实验室管理要求的具体年限事宜，以及对于某些特定术语如“累积环境风
险”建议在具体的指南文件中给予明确的定义，并进一步明确备案的相关程序等。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件 :AICM 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 修订征求意见稿 ) 的具体建议。
如上，供您在文件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综合考虑，我们也期待着就相关内容进行充分的沟通，

为化学品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

联系人：何燕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传真：010-85181891，手机：13910282145
E-Mail: annh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AICM 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 修订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序号 章节 条款序号 条款 具体内容 修改建议 主要理由

1 2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建议增加 : 如下豁免情况：
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对于在国
内生产或进口已经做过登记的新化
学物质，出口到境外加工使用后再
次进口到国内，等同于该新化学物
质已登记。

举例：国内 A 公司将含有做过新化学物质登
记的产品卖给境外公司 B，境外公司 B 再将
该产品配置成成品或者半成品卖给国内公司
C。实际上相当于该新化学物质从国内公司 A
流转到了国内公司 C。
这种情形，建议在可以提供有效证明材料前
提下豁免登记，减轻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工作压力及企业负担

2 2 第二条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
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
从事新化学物质研究、生产、
进口和加工使用活动的环境管
理。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出
口加工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
区内的新化学物质相关活动的
环境管理，适用本办法，但进
口后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临时
存放且未经任何加工即全部出
口的除外。
医药、农药、兽药、化妆品、
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饲
料添加剂、肥料、放射性物质
等的管理，适用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
但上述物质拟改变用途为其他
工业用途的，以及作为上述产
品的原料和中间体的新化学物
质相关活动的环境管理，适用
本办法。
设计为常规使用时有意释放出
所含新化学物质的物品，所含
新化学物质按照本办法管理。
以研究为目的，且年生产量或
者进口量小于 100 千克的新化
学物质，不适用本办法。
天然存在的物质、非商业目的
或者非有意生产的类别，以及
材料类、合金类、非分离中间
体等，不适用本办法。

建议修改为： 医药、农药、兽药、
化妆品、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
饲料添加剂、肥料、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涉水产品、放射性物质等
的管理，适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但上述物质拟改变用途为其他工业
用途的，以及作为上述产品的原料
（医药原料药及辅料、化妆品用原
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
涉水产品用原料除外）和中间体的
新化学物质相关活动的环境管理，
适用本办法。
物品不适用于本办法，但设计为常
规使用时有意释放出所含新化学物
质的物品，所含新化学物质按照本
办法管理。
以研究为目的，且年生产量或者进
口量小于 100 千克的新化学物质，
不适用本办法。
天然存在的物质、非商业目的或者
非有意生产的类别，以及材料类、
合金类、非分离中间体等，不适用
本办法。
添加剂和表面处理剂在实现其特定
功能而发生化学反应的产物，不适
用本办法。

修改理由简述如下（详情请见附件综述）：
1. 原料药属于药品的范畴，已有药品相关法
规管控，比如《药品管理法》中已经明确了
药品定义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因此希
望能明确原料药不适用于新物质管理办法。
在中国生产后仅供出口用于别国原料药注册
和应用的，未在中国完成原料药审批的，适
用于本办法。
2. 医药辅料也已经纳入到药监局的管理范围
了 , 因此，没必要再对药用辅料进行新物质
申报重复管理。
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涉水产品目
前也都有其他法规进行具体管理了，为避免
重复申报和行政许可，没必要再对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用原料、涉水产品用原料进行新
物质申报重复管理；
4. 表面处理物质在物品或制品表面薄薄一
层，起到某种特定功能的作用。但由于用量
很少，又固附在物品或制品表面，通常很难
取样做检测分析，也难进行新物质申报，且
别国也将其列入到了豁免范畴；
5. 化妆品原材料也属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管辖的范围；
6. 建议在管理办法中明确点明“物品不适用
于本办法”。

3 2 第二条 第二条【适用范围】
以研究为目的，且年生产量或
者进口量小于 100 千克的新化
学物质，不适用本办法。

建议修改为：第二条【适用范围】
以研究为目的，且年生产量或者进
口量小于 100 千克的新化学物质，
以及为新化学物质登记在中国境内
用中国的供试生物完成测试数据而
生产或进口的新化学物质， 不适用
本办法。

为在中国境内开展试验这种特殊的需要，有
时物质比较特殊需用的物质数量比较大，另
外未登记而开展的测试不同于上一款的科学
研究，因而不适用于该办法。

4 2 第二条 第二条 保税区、自由贸易区、
出口加工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
管区内的新化学物质相关活动
的环境管理，适用本办法，但
进口后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临
时存放且未经任何加工即全部
出口的除外。

建议修改为：第二条 保税区、自由
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及其他海关特
殊监管区在本办法下视为关境内，
在该区域内的新化学物质相关活动
的环境管理，适用本办法，但进口
后在自由贸易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
内存放且未经任何加工即全部出口
的除外。

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有六种模式：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
（包括珠海跨境工业园区 , 霍尔果斯边境合
作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建议针对
存放且未经任何加工即全部出口的情形，增
加“自贸区”。 
2. 建议将“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
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本办法下视为
关境内。企业从关境外进口新化学物质至该
区域的贸易行为，同样需要办理新化学物质
登记。
3. 建议删除“临时”。因为“临时”的具体时间
规定不明确。大部分保税区等在仓储时限设
置上也没有区分“临时”或“非临时”, 并且各地
的仓储时限设置不一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
有较大困难，故建议删除。

5 3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化学物质，是指
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的化学物质。已列入《中
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但实
施新用途管理的化学物质，用
于允许用途以外的其他工业用
途的，按照本办法管理。

本办法所称新化学物质，是指未列
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化
学物质。已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并实施新用途管理的化学
物质，当用于允许用途以外的其他
工业用途的，按照本办法管理。

1. 需进一步明确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的化学物质但未列明应用的物质，是否
受到应用限定？
给出的修改意见是更明确部分已经在《中国
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列明了管理用途的化学
物质，若用于其他工业用途，应当按照本办
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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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第六条 第六条 [ 部门职责 ]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所属
的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技术机构
负责新化学物质登记与备案等
事项的具体工作。

建议修改为：所属的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技术机构负责新化学物质登记
等事项的具体工作。

因为第五条中明确了登记分为常规登记、简
易登记和备案。

7 6 第六条 第六条【部门职责】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
全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工
作，制定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相关政策、技术规范和指南等
配套文件以及登记评审规则，
组织成立化学物质环境管理专
家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
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由化学、
化工、健康、环境等方面专家
组成。

第六条【部门职责】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全国新化
学物质环境管理工作，制定新化学
物质环境管理相关政策、技术规范
和指南等配套文件以及登记评审规
则，组织成立化学物质环境管理专
家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
会）。评审委员会由化学、化工、
健康、环境等方面专家组成。评审
委员会应当依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颁布的新化学物质危害和风险评估
技术规范或国家相关标准，对新化
学物质进行技术审查和评审。

企业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技术
规范、指南和标准对新化学物质进行危害和
风险评估。相应地，评审委员会也应当按照
相同地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评审。
或将该部分内容增加再第十九条。

8 9 第九条 第九条【公众监督】一切单位
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有权向负有新化学物质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负有
新化学物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接到举报，应当及时依法处
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
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建议修改为：第九条【公众监督】
一切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行为，有权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进行举报。受理新化
学物质举报的部门应公布公开举报
途径，接到举报，应在 10 个工作日
及时答复、核实、处理，并应当将
举报处理情况反馈给举报人，同时
对举报人信息进行保密。

确保举报的可操作性，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
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 保障举报人
的知情权，提高举报者的热情，以及政府机
构办事的透明度。

9 10 第十条 办理新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
的申请人应当为从事新化学物
质生产或者进口的关境内工商
注册法人机构。
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出
口新化学物质的关境外生产或
者贸易企业，也可以作为申请
人，但应当指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境内的法人机构作为担
保人，为申请人履行本办法规
定的相关责任提供担保。
第二条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
规的医药、农药、兽药、化妆
品等属于新化学物质的，拟改
变用途为其他工业用途的，加
工使用者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办理新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的申
请人应当为从事新化学物质生产或
者进口的关境内工商注册法人机
构。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
工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视为
关境内。
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出口新
化学物质的关境外生产或者贸易企
业，也可以作为申请人，但应当指
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法人
机构作为担保人，为申请人履行本
办法规定的相关责任提供担保。 
第二条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
医药、农药、兽药、化妆品等属于
新化学物质的，拟改变用途为其他
工业用途的，加工使用者也可以作
为申请人。

“关境”及“进出口”的定义在不同的部委要求
不一样，比如海关等部位认定的商品进入保
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及其他海关
特殊监管区后再转移到国内其他地方算作出
口。新物质管理办法中其他地方虽然提到了
区域适用性，但如果采用“关境”的概念，希
望仍然强调一下，“保税区、自由贸易区、
出口加工区及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本办
法下视为关境内。企业从关境外进口新化学
物质至该区域的贸易行为，同样需要办理新
化学物质登记。允许在这些区域内的企业作
为境内申请人。

10 10 第十条 第十条【申请人】办理新化学
物质登记或者备案的申请人应
当为从事新化学物质生产或者
进口的关境内工商注册法人机
构。
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出
口新化学物质的关境外生产或
者贸易企业，也可以作为申请
人，但应当指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境内的法人机构作为担
保人，为申请人履行本办法规
定的相关责任提供担保。
第二条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
规的医药、农药、兽药、化妆
品等属于新化学物质的，拟改
变用途为其他工业用途的，加
工使用者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已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且实施新用途管理的化学
物质，拟用于允许用途以外的
其他工业用途的，研究者、生
产者、进口者或者加工使用者
均可以作为申请人。

建议修改为：第十条【申请人】办
理新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的申请
人应当为从事新化学物质生产或者
进口的关境内工商注册法人机构。
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出口新
化学物质的关境外生产或者贸易企
业，也可以作为申请人，但应当指
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法人
机构作为担保人，为申请人履行本
办法规定的相关责任提供担保。
第二条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
医药、农药、兽药、化妆品等产品
中包含的新化学物质，拟改变用途
为其他工业用途的，除了前述提到
的关境内或关境外申请人之外，加
工使用者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已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且实施新用途管理的化学物质，拟
用于允许用途以外的其他工业用途
的，除了前述提到的关境内或关境
外申请人之外，研究者、生产者、
进口者或者加工使用者均可以作为
申请人。

修改措辞，明确适用范围医药、农药、兽药、
化妆品等产品中新化学物质成分，而不是产
品本身。明确关境内和关境外申请人的权利，
避免引起歧义。

11 11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资料提交】办理新
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申请
人应当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交登记申请或者备案材
料、新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
害特性和风险的全部已知信
息、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
管理要求的承诺书，并对申请
或者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承
诺书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
者盖章。

建议修改为：办理新化学物质登记，
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交登记申请、新化学物质环
境与健康危害特性和风险的全部已
知信息、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
管理要求的承诺书，并对登记申请
或者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承诺书应当
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或者
盖章。

删除备案，与第五条新物质登记的定义相一
致。考虑到实际登记过程中的企业登记操作
便宜以及 7 号令实施以来实际运行的效果，
建议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可以签署承诺书。

12 11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资料提交】办理新
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 , 申请
人应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提交登记申请或者备案材
料 , 新化学物质环境于健康危
害特性和风险的全部已知信
息、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
管理要求的承诺书…..

建议修改为：第十一条【资料提交】
办理新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 , 申
请人应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提交登记申请或者备案材料 , 新化
学物质环境于健康危害特性和风险
的企业已知信息、传递和 / 或落实
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的承
诺书…. 

难于提交所有已知信息，相关网站或文献资
料中信息众多，且可以查询；
申报人为生产或者进口者，将风险控制措施
向下游传递， 但加工使用者的风险控制措施
落实应该由其自己负责，故申报人对该物质
涉及的所有使用环节承诺风险控制措施不具
有合理性。

13 12 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信息保护】申请人
对所提交的登记申请或者备案
材料中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技术
秘密要求信息保护的，应当在
登记或者备案材料中提出申
请，并提交申请商业秘密或者
技术秘密保护的必要性说明材
料。物质名称等标识信息保护
期限自登记或者备案之日起不
超过五年。对涉及危害健康和
环境安全的信息，不得要求保
护。
从事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工
作人员和相关专家，应当为申
请人保守相关商业秘密和技术
秘密。

第十二条【信息保护】申请人对所
提交的登记申请或者备案材料中涉
及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要求信息
保护的，应当在登记或者备案材料
中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商业秘密
或者技术秘密保护的必要性说明材
料。对涉及危害健康和环境安全的
信息，不得要求保护。
  从事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的工作人
员和相关专家，应当为申请人保守
相关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
  未经申报人的书面同意，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化学物
质环境管理技术机构不对外透露已
经同意保密的信息，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情况除外。
  申报人对要求保密的内容予以公开
时，应当书面告知。

1）‘ 信 息 保 护’ 对 所 有 在 申 报 中 提 出 保 密
部分给与信息保护，目前在化学品的 SDS
（GBT16483 和 GBT17519） 和 GHS 标 签
（GB15258) 国家标准中，允许保密成分不列
出具体的物质名称等标识信息，对其进行保
密，而保密成分的“危害健康和环境安全的信息”
则会揭露出来。
2）不列入《名录》的化学物质即使属于
GHS 分类的物质，化学物质名称等标识信息
的保护不会影响物质本身实际危害沟通。而
化学物质名称等标识信息对于企业来说属于
机密信息，需要给与长期保护。
3）申报的信息中包括商业或技术机密，比
如工艺物料，这对申报人很重要也很敏感，
需要在信息保护的方法上给与确定，比如主
管部门未经申请人书面同意，不对外透露申
请保护的信息给任何第三方（包括后来注册
者、公众以及其他第三方或个人）。
4）允许申请人将已经要求保密的内容予以
公开。

14 13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测试机构】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化学物
质生态毒理测试实验室的测试情况
及条件进行监督检查 , 并公布检查
结果。

给业界更多参考和指导，也对测试机构更多
监督和警示。

15 14 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登记范围】新化学
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 10 
吨（含）以上的，应当办理常
规登记。
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
量 1 吨（含）以上不满 10 吨的，
应当办理简易登记。
上述新化学物质符合第三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根据第
四章办理备案。

建议修改为：第十四条【登记范围】
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 10 
吨（含）以上的，应当办理常规登记。
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 1 
吨（含）以上不满 10 吨的，应当办
理简易登记。
上述新化学物质符合第三十一条第
二款或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的，可
以根据第四章规定办理备案。

我们对第三十一条增加了第三款“（三）以
工艺和产品研究开发为目的，年生产量或进
口量不满 10 吨，且不超过二年的。” 及第四
款规定； 为保持法规前后一致性，作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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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 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常规登记要求】办
理新化学物质常规登记，申请
人应当提交申请表，新化学物
质物理化学性质、健康毒理学
和生态毒理学的基本特性测试
报告或者资料，以及风险评估
报告等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中
的测试报告和资料，应当满足
新化学物质风险评估的需要。
     对于具有持久性或者生物累
积性的新化学物质，还应当提
交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长
期慢性毒性的测试报告或者资
料，但能证明没有暴露的除外。
    对同时具有持久性、生物累
积性和毒性（PBT），或者高
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vPvB）
或者具有同等危害性的高危害
新化学物质，还应当提交社会
经济效益分析材料，包括新化
学物质在性能、环境友好性等
方面是否较申请用途的在用化
学物质具有相当或者明显优势
的说明，充分论证申请活动的
必要性。
    生态毒理学特性测试报告，
应当包括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
供试生物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
完成的测试数据。
    新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报告，
应当包括对拟申请的新化学物
质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和
健康风险的评估，拟采取的风
险控制措施及其适当性分析，
以及新化学物质活动风险是否
可控的结论。

第十五条【常规登记要求】
  办理新化学物质常规登记，申请人
应当提交申请表，新化学物质物理
化学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
学的基本特性测试报告或者资料，
或可靠的毒理学替代（或预测）方
法得到的报告或者资料；以及风险
评估报告等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中
的测试报告和资料，应当满足新化
学物质风险评估的需要。
  对于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新
化学物质，提交健康毒理学和生态
毒理学长期慢性毒性的测试报告或
者资料。但无直接或间接暴露可能
性的除外。
   对同时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
和毒性（PBT），或者具有同危害
性的等高危害新化学物质，风险评
估结论显示风险可控，但风险商接
近 1 时，应当提交社会经济效益分
析材料，包括新化学物质在性能、
环境友好性等方面是否较申请用途
的在用化学物质具有相当或者明显
优势的说明，充分论证申请活动的
必要性。
   生态毒理学特性测试报告，应当
包括需要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
生物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完成的测
试数据。

第一款建议理由：对于可靠的毒理学替代方
法的结果应该予以采纳，包括但不限于体外
测试、计算毒理学、证据权重等方法。
第二款建议理由：将“具有持久性或者生物
累积性”改为“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理由
如下 -- 基于各国法规了解的情况，尚未获悉
对于仅具有 P 或者 B 危害性的新化学化学物
质需要进行长期慢性毒理的研究，日本新化
学物质申报数据是对同时具有可能 P 和 B 的
情况需进一步的慢性毒性数据的，通过基于
危害和暴露矩阵分析确定是否为优先评估物
质（PAC）。另外日本与现有化学物质管理
更相关的监控类化学物质（MCS）是针对同
时具有 P 和 vB 的物质需要研究其长期毒性；
考虑到“证明没有暴露”的可操作性，我们建
议更改为“无直接或间接暴露可能性“。
第三款建议理由：将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
性（vPvB）删除的理由会由相关公司随后整
理给出；对于只有风险评估结论显示风险可
控的情况下，但风险商接近 1 时，对于高危
害物质提交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才有意义。
第四款建议理由：研究表明环境微生物种群
在各大洲没有显著差别 , 所以生物降解试验
的结果应该全世界通用；通过与文献中的国
际通用鱼种实验数据比较表明稀有鮈鲫对
受试化学品的敏感性与其他模式鱼种差异不
大，在已有实验测试结果的情况下，不应强
制要求在国内重复进行试验。

17 15 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常规登记要求】生
态毒理学特性测试报告，应当
包括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
生物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完成
的测试数据。

第十六条【简易登记要求】生
态毒理学特性测试报告，应当
包括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
生物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完成
的测试数据。

 建议删除 通过与文献中的国际通用鱼种实验数据比较
表明稀有鮈鲫对受试化学品的敏感性与其他
模式鱼种差异不大。同时任何一种模式生物
无法也不可能对所有化学品都敏感，这是生
物的特性决定的，也是化学品对不同生物产
生不同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且，原则上太敏
感亦或太不敏感都不适宜被选为模式生物
（见附件）。目前，国内已经对稀有鮈鲫作
为模式生物进行了很多研究，我们支持这方
面的研究，也支持推动将稀有鮈鲫作为水生
态测试的模式鱼种之一，但不建议将其作为
一个强制要求。尤其是在已有实验测试结果
的情况下，不建议要求再用稀有鮈鲫重复进
行试验或在国内再重复进行其他类似生态试
验。这样也不利于减少脊椎动物试验和动物
福利等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18 16 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简易登记要求】办
理新化学物质简易登记，申请
人应当提交申请表，新化学物
质物理化学性质、持久性、生
物累积性和水生环境急性毒性
等测试报告或者资料等申请材
料。
    对于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
性的物质，还应当提交水生环
境慢性毒性测试数据或者资
料。
   生态毒理学特性测试报告，
应当包括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
供试生物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
完成的测试数据。

建议改为：办理新化学物质简易登
记，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表，新化
学物质物理化学性质、持久性、生
物累积性和水生环境急性毒性生物
累积性和水生环境急性毒性等测试
报告或者资料等申请材料。或可靠
的替代毒理学的报告或者资料；
生态毒理学特性测试报告，应当包
括必须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
物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完成的测试
数据。

第一款建议理由：同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款建议理由：P,B,T 定义和判识准则需要
明确，目前企业不知道如何进行判识，准备
何种数据；办法修订说明中明确提出“简政放权”
是此次修订的一大原则，“将原常规申报低
量级别（每年生产或进口量 1-10 吨）调整为
简易登记。 只需要提交与环境危害性相关的
少数几项试验数据和资料。”但简易申报要
求提交新化学物质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测试
报告或者资料等申请材料， 并明确其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往往是较困难和耗时长，反而
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尤其当筛选试验结果不
能排除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时需要更多
的试验和资料。我们认为这和“简政放权”有悖。
且简易申报物质不列入名录，不需要按照新
用途管理，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简易申报阶
段识别 PBT。
第三款建议理由：同第十五条第四款

19 17 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系列登记、联合登
记】同一申请人对分子结构相
似、用途相同或者相近、测试
数据相近的多个新化学物质，
可以办理新化学物质系列登
记，登记数量由每种物质登记
数量总和确定。

第十七条【系列登记、联合登记】
同一申请人对分子结构相似、用途
相同或者相近、测试数据相近的多
个新化学物质，可以办理新化学物
质系列登记。
两个以上申报人先后申报相同新化
学物质，后申报人征得前申报人同
意后使用前申报人的测试数据的，
可以提出新化学物质重复登记。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同时共同
提交属于系列登记类新化学物质的
申报材料，可以办理联合系列登记。

1. 建议删除“登记数量由每种物质登记数量
总和确定。”在《办法》中只需明确登记类型，
具体如何计算登记数量建议放在《指南》中
详细说明。
2. 建议保留重复登记和联合系列登记类型。

20 18 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形式审查】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新化学
物质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5 个
工作日内组织对材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进行审查，根据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2. 申请物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

第十八条【形式审查】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收到新化学物质申请
材料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组织
对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查，
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2. 申请物质和目的不在本办法适用
范围内；

措辞修改

21 19 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常规登记技术审查
和评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所属
的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技术机构
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应当对以下
内容进行技术审查和评审，提
出评审意见，报送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
（一）名称和标识；
（二）数据质量；
（三）环境和健康危害特性；
（四）暴露情况以及环境和健
康风险；
（五）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时是否实施新用途管
理；
（六）风险控制措施是否适当；
（七）高危害新化学物质申请
活动的必要性（若有）；
（八）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
保护的必要性（若有）。
评审意见应当包括对以上内容的
评审结论，以及是否准予登记的
建议和环境管理要求的建议。

第十九条【常规登记技术审查和评
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所属的化
学物质环境管理技术机构和专家评
审委员会应当对以下内容进行技术
审查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报送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一）名称和标识；
（二）数据质量；
（三）环境和健康危害特性；
（四）暴露情况以及环境和健康风
险；
（六）风险控制措施是否适当；
（七）高危害新化学物质申请活动
的必要性（若有）；
（八）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保护
的必要性（若有）。
评审意见应当包括对以上内容的评
审结论，以及是否准予登记的建议、
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时
是否实施新用途管理的建议和按照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
准制定的环境管理要求的建议。

1. 建议将是否实施新用途管理调整至评审意
见部分。因为这部分内容不是申请人提交的
申报材料内容，而应该是专家评审委员会根
据申报内容做出的评审建议。
2. 建议针对环境管理要求，其指定的原则需
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
做到依法办事、公开透明。

22 21 第二十一
条

第二十一条【审批决定】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出
审批决定前，应当对新化学物
质登记内容进行公示。

第二十一条【审批决定】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常规登
记作出审批决定前，应当对新化学
物质登记内容进行公示。

目前 7 号令下常规申报和简易申报两种需要
行政审批的类型，登记后都进行公告，但只
针对常规申报进行审批前公示。常规登记后
的化学物质登记后满 5 年后进入名录变为现
有物质，而简易登记的物质不会列入名录，
只有申报人及其最终用户会使用，则数量限
制在 10 吨以下，不会被广泛使用，因此不
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对涉
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
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
主动公开”规定的公示内容。

23 22 第二十二
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公开新化学物质登记情况，包
括予以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名
称、申请人、活动类型等信息，
以及不予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名
称和理由等信息。

建议改为：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公开新化学物质登记情
况，包括予以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名
称（或申请保护的新化学物质的类
名）、申请人、活动类型等信息。

如若申请者按照第 12 条申请过物质标识信
息（如化学物质具体名称及 CAS 号码）保密
的话，该类信息不应予以公开披露。因此建
议披露申请保护的新化学物质的类名，而不
是具体名称及 CAS 号码。
登记是在进口或者生产或者加工使用之前需
要完成的行为，不予登记的物质该申报人不
得进口或者生产或者加工使用该物质，因此
没有对环境和公众产生实际暴露风险。而且
不给予登记的物质是不满足登记的很多条件
之一，比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资料，并
不是全部都是因为物质的危害高或企业有违
法行为，公示不给予登记的物质信息对于公
众知晓物质的特性没有帮助，反而可能对企
业保护商业机密造成影响。因此建议删除“不
予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名称和理由等信息”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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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第二十四
条

第二十四条【登记证内容】
登记证应当载明下列主要申请
事项：
（一）申请人和担保人名称；
（二）新化学物质中英文名称
等标识信息；
（三）申请用途；
（四）申请数量；
（五）活动类型；
（六）新化学物质申请活动的
环境和健康风险控制措施。

对于高危害新化学物质以及具
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或者
持久性和毒性，或者生物累积
性和毒性的新化学物质，常规
登记证还应当规定下列一项或
者多项环境管理要求：（一）
限定新化学物质排放量或者排
放浓度；

建议删除：（一）限定新化学物质
排放量或者排放浓度；
并修改为：
第二十四条【登记证内容】
登记证应当载明下列主要申请事
项：
（一）申请人名称；
（二）担保人名称 （若有）；
（三）新化学物质中英文名称等标
识信息 （申请保密的可使用新化学
物质类名）；
（四）申请用途 （适用常规证书）；
（五）申请数量；
（六）活动类型；
（七）新化学物质申请活动的环境
和健康风险控制措施。
对于高危害新化学物质以及具有持
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或者持久性和
毒性，或者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新
化学物质，常规登记证还应当规定
下列一项或者多项环境管理要求：

1. 只有境外申报人才会有担保人信息，所以
建议把第一条“申请人和担保人名称”拆成两
条表述更清楚。
2. 建议在第四十九条“术语说明”中， 对担保
人的责任和义务做进一步说明。因为目前很
多国内企业都在为其国外公司做担保人进行
新物质申报。
3. 如果在申请时申请了保密， 请在证书上披
露类名，起到保护申请人物质的义务。
4. 简易登记的物质将不列入《名录》进行管
理，故建议在简易登记证上删除申请用途。
5. 建议删除”（一）限定新化学物质排放量
或者排放浓度；
建议谨慎对新化学物质排放量和排放浓度进
行规定，原因如下：
1）很多新化学物质结构复杂，缺乏可行的，
公认的适用于特定环境介质的检测方法。
2）新化学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不是终端
用户，在申报材料中对环境排放的量和浓度
的估算多基于拟定用途，并用相应的数学模
型推算。正因为其为新化学物质，必然缺乏
实际监测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设定排放量
和浓度限值，会对新化学物质的使用企业造
成困扰，甚至拒绝使用新化学物质。这样会
对新化学物质的推广应用以及法规监管造成
极大的阻碍。
3）在申报人计算 PEC, PNEC, 在批准的加工
使用和用途下风险可控；
规定在不同加工使用企业不同介质的排放量
或排放浓度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4）如果新物质对下游保密，没有好的办法
监测排放浓度
5）对新化学物质的排放量或者排放浓度采
取限定措施需要采用公认合理且科学的风险
评估和计算技术方法，目前还不具有公认合
理的风评计算方法。

25 25 第二十五
条

第二十五条【申请撤回】新化
学物质登记受理后，在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出审批决
定前，申请人可以申请撤回。

建议改为：第二十五条【申请撤回】
新化学物质登记受理后，在国务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出审批决定
前，申请人可以申请撤回。撤回后
允许申请人针对同一物质进行重新
登记申请。

建议在此条款中明确，允许申请人对撤回后
的申报进行重新递交申请。并且在第 26 条
中增加了相应的重新登记的情形。

26 26 第二十六
条

第二十六条【重新登记】已取
得常规登记证的新化学物质，
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
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程序重
新办理登记：
（一）增加生产或者进口数量
的；
（二）活动类型由进口转为生
产的；
（三）变更新化学物质申请用
途的；
（四）中英文名称或者 CAS 号
等标识信息变更的；
（五）变更风险控制措施的；
（六）导致环境和健康风险增
大的其他情况。
已取得简易登记证的新化学物
质，中英文名称或者美国化学
文摘号（CAS 号）等标识信息
变更的，应当办理重新登记。
重新登记的申请材料应当说明
相关事项变更的理由。其中，
常规登记的，应当说明变更后
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情况，以及
风险是否可控。

建议改为：第二十六条【重新登记】
已取得常规登记证的新化学物质，
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按
照本办法规定程序重新办理登记：
（一）增加生产或者进口数量且超
过申请数量的；
（二）活动类型由进口转为生产或
者增加生产的；
（三）变更新化学物质申请用途的；
（四）变更风险控制措施的；
（五）导致环境和健康风险增大的
其他情况。

对于常规登记中不予登记的物质、
或者注销、撤销后的物质，允许对
登记材料进行补充或修订后，重新
提交。

1. 修改措辞，明确增加生产或进口数量的情
形，只有在数量超出登记证载明的数量时，
才需要进行重新登记。
2. 修改措辞，明确进口增加生产应该进行重
新登记。
3. 物质的 CAS 命名体系信息为动态变化的，
当申请人向 CAS 提交变更信息时，CAS 会对
相应物质的名称，或者 CAS 号，或结构等信
息给与添加，更改、删除或给与新的 CAS 号
等等操作，在物质本身未发生变化且不影响
已提交的物质的特性和测试结果信息；物质
标识信息的变更和固有危害属性以及环境和
健康风险评估等无关；重新登记不管是对企
业还是审评机构都是很大的负担。建议此种
情况允许申请人进行登记证变更。
4. 建议给予常规登记中的不予登记的物质，
或者注销或撤销的物质，在补充或修订登记
资料后，重新登记的机会。
5. 建议删除“重新登记的申请材料应当说明
相关事项变更的理由。其中，常规登记的，
应当说明变更后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情况，以
及风险是否可控。”。因为考虑到已经是重
新登记了，所有登记资料需要重新并完整地
提交，资料中已经包括环境和健康风险情况
等信息。没有必要再次说明。

27 26 第二十六
条

第二十六条【重新登记】 建议增加：重新登记的办理时限要
求与第二十三条一致

由于企业经营需要申请登记证变更，希望环
境主管部门在较短时间内予以审核批复，降
低企业经营负担，建议在本条中增加如下文
字“重新登记的办理时限要求与第二十三条
一致”

28 27 第二十七
条

已取得简易登记证的新化学物
质，登记证记载的除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外的其他信息发
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办理变更。

建议改为：已取得简易登记证的
新化学物质，登记证记载的除第
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外的其他信息
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办理变更。
已取得简易登记证的新化学物质，
增加生产或者进口数量且符合常规
登记要求的，应当办理常规登记，
并在取得常规登记证后向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交还原简易登记
证。

1. 建议增加关于简易登记超量后升级到常规
登记的要求。

29 27 第二十七
条

第二十七条【登记证变更】已
取得常规登记证的新化学物
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名录》前，登记证记载的除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外的其他
信息发生变化，申请人应当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办理登
记证变更。
已取得简易登记证的新化学物
质，登记证记载的除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外的其他信息发
生变化，申请人应当办理变更。

建议改为：第二十七条【登记证变
更】已取得常规登记证的新化学物
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前，登记证记载的除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外的其他信息发生变化，
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申
请办理登记证变更。
已取得简易登记证的新化学物质，
登记证记载的除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规定外的其他信息发生变化，申请
人应当办理变更。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受理变
更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
相关审查工作，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30 日。审查结束后通知申请人审查
结果。

由于企业经营需要申请登记证变更，希望环
境主管部门在较短时间内予以审核批复，降
低企业经营负担，建议在本条中增加如下文
字“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受理变更申
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相关审查工作，
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30 日。审查结束后通知
申请人审查结果。”

30 28 第二十八
条

【新用途管理】
1. 对高危害化学物质，还应当
提交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材料，
充分论证用于该用途的必要
性。

2.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
到申请材料后，按照常规登记
程序组织受理、技术审查和评
审，作出审批决定，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公布申请人名称、
批准的新用途和相应风险控制
措施及环境管理要求或者不予
批准的理由。

3.（四）高危害新化学物质申
请活动的必要性不可接受的，
不予批准。

1. 对高危害化学物质且风险评估结
论显示风险可控，但风险商接近 1
时，应提交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材料，
充分论证用于该用途的必要性。
2.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申
请材料后，根据物质新用途的量级，
分别按照备案、简易登记或常规登
记程序组织受理、技术审查和评审，
作出审批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
并公布申请人名称、批准的新用途
和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及环境管理要
求或者不予批准的理由。
3. （四）高危害化学物质申请活动
的必要性不可接受的，不予批准。

1. 参照第十五条有关社会经济学分析相关理
由；

2. 申报新用途需要与申报新物质程序相统一 : 
《方法》中新物质的登记根据不同量级，确
定了不同的登记程序；后续增加新用途，应
与之统一，也根据量级确定相应的登记程序。
采取“一刀切”的要求 - 按照常规登记程序组
织受理、技术审查和评审显然不合理。

3. 本条款是规定已经列入名录中的化学物
质，为现有物质，不再是新化学物质。

31 29 第二十九
条

第二十九条【注销登记】申请
人取得新化学物质登记证后，
可以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申请登记证注销。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
布注销的登记证情况。

第二十九条【注销登记】申请人取
得新化学物质登记证后，可以向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登记证
注销。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定
期向社会公布注销的登记证情况。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受理注
销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
相关审查工作，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30 日。审查结束后通知申请人审查
结果。

由于企业经营需要申请登记证注销，希望环
境主管部门在较短时间内予以审核批复，降
低企业经营负担，建议在本条中增加如下文
字“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受理注销申
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相关审查工作，
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30 日。审查结束后通知
申请人审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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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0 第三十条 第三十条【撤销登记】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可以撤销登记证并予
公布：
（一）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核发
登记证的；
（三）新化学物质登记内容不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四）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需撤销的；
（五）新化学物质登记内容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要求抵触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撤
销的其他情形。

建议修改为：第三十条【撤销登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可以撤销登记证并予公
布：
（一）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的；
（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核发登记证
的；
（三）新化学物质登记内容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的；
（四）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需撤
销的；
（五）新化学物质登记内容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要求抵触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撤销的
其他情形。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受理撤
销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
相关撤销工作，30 日内办理完毕。

由于企业经营需要申请撤销的，希望环境主
管部门在较短时间内予以批准，建议在本条
中增加如下文字“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自受理撤销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
相关撤销工作，30 日内办理完毕。”

33 31 第三十一
条

【备案情形】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在生产或者进口前
办理备案：
（一）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
者进口量不满 1 吨的
（二）新化学物质单体或者反
应体含量不超过 2% 的聚合物
或者属于低关注聚合物的。

建议修改为 :【备案情形】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生产或者进口
前办理备案：
（一）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者进
口量不满 1 吨的
（二）新化学物质单体或者反应体
含量不超过 2% 的聚合物或者
属于低关注聚合物的
（三）以工艺和产品研究开发为目
的，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不满 10 吨，
且不超过二年的。
（四）新化学物质单体或者反应体
含量 >2%，但已取得常规登记证的
聚合物

1. 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工艺开发研究所需的
新化学物质量较大，在大化工生产中，有时
中试一批次就超过了一吨的量，在一些行业，
譬如石油开采行业，一次测试需要几吨物质。
2. 按照简易申报的要求提交新化学物质物理
化学性质、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水生环境
急性毒性等测试报告或者资料等申请材料， 
并明确其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水生环境急
性，需要较长时间，不能够满足上述企业中
试、大试以及市场开拓的需要；
3. 可以通过加强企业主体责任和备案后管理
来控制 1-10 吨量级可能带来的风险
第三十二条规定申报人对是否符合备案情形
负责；
第三十七条规定研究活动应当在专门设施
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不得用于其他
目的。可增加对于产品开发和工艺研究情形
适用的条款：如必须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
施保护环境和工人健康，严格控制其可能造
成的风险；如有市场开拓的情形必须通过向
下游传递信息，但不得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
被大众接触。
欧盟 REACH 关于 PPORD 下企业所需要履行
义务的规定如下链接
h t t p s : / / e c h a . e u r o p a . e u /
d o c u m e n t s / 1 0 1 6 2 / 2 3 0 3 6 4 1 2 / p p o r d _
e n . p d f / 2 2 a 1 2 9 0 0 - a d 2 7 - 4 5 4 c - a e d d -
82972ef2f675
4. 法规衔接性 : 现行法规简易申报的特殊情
形中包含产品开发和工艺研究申报；
另外：1. 在新单体 / 反应体已取得常规登记
证的前提下，不让“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
含量大于 2% 的聚合物进行备案登记”仅是将
该聚合物按照“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
不超过 2% 的聚合物进行备案登记”推迟五年
而已，在风险管控上并无变化；
2. 2% 是聚合物命名原则中人为设定的标准，
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大于 2% 并不
意味着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或风险。聚合物的
毒性主要是由在聚合反应过程中残留的有害
单体 / 反应体造成的，采取“新单体 / 反应体
常规登记 + 聚合物备案”的登记方式更注重
了单体 / 反应体的风险管控，较“聚合物常规
登记”更为保守，能够达到风险管控的要求；
3. “新单体 / 反应体常规登记 + 聚合物备案”
登记方式有助于“新化学物环境质管理制度”
在中国的广泛实施；
4. 新化学物质常规登记要求的很多测试对聚
合物并不适用；
5. 要求对新单体 / 反应体含量 >2% 的聚合物
进行常规登记严于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要求。

34 32 第三十二
条

第三十二条【备案要求】办理
备案，申请人应当提交备案表、
符合相应情形的证明材料，以
及已知的新化学物质物理化学
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
学特性相关数据信息等材料，
并对是否符合第三十一条规定
的相应情形负责。

建议修改为：第三十二条【备案要
求】办理备案，申请人应当提交备
案表、符合相应情形的证明材料，
并对是否符合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相
应情形负责。

根据第三十一条所列明的备案情形，企业需
要提供符合相应情形的证明材料以便备案即
可。建议删除“已知的新化学物质物理化学
性质、健康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特性相关数
据信息等材料”。 另外备案本来的目的就是
要针对环境风险小的聚合物、低量物质简化
流程和数据要求，没必要要求提供毒理生态
等测试报告或材料，因此建议删除这个规定。

35 33 第三十三
条

第三十三条【备案程序】新化
学物质备案，按下列程序执行：
（一）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收到新化学物质备案材料
后，对齐全完整的备案材料存
档备查，并发送备案回执。申
请人成功提交备案材料后，可
以按照备案申请内容开展新化
学物质相关活动。

建议修改为：第三十三条【备案程
序】新化学物质备案，按下列程序
执行：（一）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收到新化学物质备案材料后，
对齐全完整的备案材料存档备查，
并发送备案回执。申请人成功提交
备案材料后，可以按照备案申请内
容开展新化学物质相关活动。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新化
学物质备案材料起 5 个工作日内，
启动相关审查工作，对齐全完整的
备案材料存档备查，并发送备案回
执，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

由于企业经营需要申请备案，希望环境主管
部门在较短时间内予以审核批复，降低企业
经营负担，建议在本条中增加如下文字“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收到新化学物质备案
材料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相关审查工作，
对齐全完整的备案材料存档备查，并发送备
案回执，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

36 34 第三十四
条

第三十四条【信息传递】新化
学物质的研究者、生产者、进
口者和加工使用者应当向下游
用户传递下列信息：
（一）新化学物质登记证号或
者备案回执号；
（二）新化学物质申请用途；
（三）新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
风险控制措施（适用时）；
（四）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要
求（适用时）。
新化学物质的加工使用者可以
要求供应商提供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新化学物质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四条【信息传递】属于高危
害物质以及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
性（PB）, 或者持久性和毒性（PT）,
或者生物累积性和毒性（BT）的新
化学物质的研究者、生产者、进口
者和加工使用者应当向下级用户传
递下列信息：
（一）新化学物质相关下游用户的
申请用途；
（二）新化学物质危害信息和风险
控制措施（适用时）；
（三）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要求（适
用时）。
新化学物质的加工使用者可以要求
供应商提供新化学物质的登记状态
或者备案状态的相关信息。

1) 新化学物质都是各企业最新的研发成果，
属于该企业的商业机密，但考虑到危害和风
险防控信息的传递是控制危害物质环境和健
康风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高危害物质以及
以及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PB）, 或者
持久性和毒性（PT）, 或者生物累积性和毒
性（BT）的物质，还是需要进行信息传递。
但是对于聚合物等没有危害分类的物质没有
必要进行特别的危害和风险控制信息的沟通
和传递 , 这样既达到了新物质风险管控的目
的，也不会影响企业研发新物质的积极性。
2) 考虑到整个化工产业链的复杂性，直接由
申报企业将信息传递到实际新化学物质的最
终用户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建议申请人将
信息传递到其的下级用户。
3）考虑到下游用户即使获得登记或者备案
号也无法辨识其有效性，且化学品公司通常
通过 SDS 或者自我申明已经传递中国现有化
学物质名录的情况或者已登记的情况信息，
建议取消第一款要求。
4）新化学物质登记或备案的申请人，应当
确认保证新化学物质是在申请用途内被使用
的，而对于最终用户，应该被沟通的是最终
产品的限制使用用途，而非产品中某个新化
学物质的具体申请用途，故建议取消第二款
要求。
5) 危害信息的传递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后面
风险管控的基础之一，故建议修改为“新化
学物质危害信息和风险防控措施（适用时）；

37 35 第 35 条 第三十五条【资料记录及保存】
新化学物质的研究者、生产者、
进口者和加工使用者应当建立
新化学物质活动情况记录制
度，如实记录新化学物质活动
时间、数量、用途、落实风险
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等能
证明遵守本办法相关规定的情
况。新化学物质的登记或者备
案材料以及活动情况记录等相
关资料应当保存十年以上。

建议修改为：第三十五条【资料记
录及保存】新化学物质的研究者、
生产者、进口者和加工使用者应当
建立新化学物质活动情况记录制
度。
生产者和进口者应当如实统计归档
新化学物质活动时间、数量、用途、
保存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
要求等能证明遵守本办法相关规定
的沟通和落实资料。
研究者和加工使用者应当如实保存
新化学物质活动时间、用途、落实
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等能
证明遵守本办法相关规定的沟通和
落实资料。
新化学物质的登记或者备案材料以
及活动情况记录等相关资料应当保
存十年以上。

1）新物质数量不在第三十四条信息传递的
要求
2）配方为企业商业保密信息， 因此新化学
物质的“数量”为敏感信息，实际操作中很难
向上游供应商获取。
3）在精细化工中，整个供应链中会出现复
配再复配的情况， 供应链中涉及多层加工使
用者，让所有的加工使用者都确保记录新化
学物质“数量”有操作困难。
4）在日常的活动中，定期统计新化学物质
的活动，数量，用途等信息比较切实可行，
用途可以在向下游客户传递文件时进行日常
管理。

38 36 第三十六
条

第三十六条【风险控制措施和
环境管理要求落实与公开】常
规登记新化学物质的生产者和
加工使用者，应当落实风险控
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并通
过其官方网站或者其他便于公
众知晓的方式将风险控制措施
和环境管理要求及其落实情况
进行公开。前款规定也适用于
已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
录》但实施新用途管理的化学
物质，以及《中国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中规定了环境管理要
求的化学物质。

第三十六条【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
管理要求落实与公开】属于高危害
物质以及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
（PB）, 或者持久性和毒性（PT）,
或者生物累积性和毒性（BT）的常
规登记新化学物质的生产者和加工
使用者，应当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和
环境管理要求，并向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告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
管理要求及其落实情况，省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在官方网站对落实情
况进行公开。
前款规定也适用于已列入《中国现
有化学物质名录》但实施新用途管
理的化学物质。

属于高危害物质以及以及具有持久性和生物
累积性（PB）, 或者持久性和毒性（PT）, 或
者生物累积性和毒性（BT）的属于要信息沟
通的范围，对于无上述危险的的一般物质，
无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的则没有信
息公开的必要，降低企业行政性合规工作量
来减轻企业负担。对于部分小型企业在官网
公开或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落实情况等信息
难度很大，建议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
行公开并便于监督管理。
对已经列入《名录》中的现有物质的管理已
经超出了新化学物质管理范围，建议删除。
另第三条定义中的新化学物质不包括除有新
用途管理的之外的现有化学物质。现有化学
物质可以按照已有的环境管理法规中进行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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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38 第三十八
条

第三十八条【活动报告】登记
证的申请人，应当在首次生产
活动 30 日内，或者在首次进
口并已向加工使用者转移 30 
日内，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告新化学物质首次活动
情况。 
常规登记证上环境管理要求规
定了提交年度报告要求的，申
请人应当自登记之日次年起，
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上一年度
获准登记新化学物质的实际生
产或者进口情况、向环境排放
情况，以及风险控制措施和环
境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

第三十八条【活动报告】常规登记
证的申请人，应当在首次生产活动
90 日内，或者在首次进口并已向下
级客户转移 90 日内，向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新化学物质首次
活动情况。 
常规登记证上环境管理要求规定了
提交年度报告要求的，申请人应当
自登记之日次年起，每年 4 月 30 日
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上一年度获准登记新化学物质的实
际生产或者进口情况；生产者或加
工使用者应当向当地环保部门汇报
其新化学物质向环境排放情况，以
及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的
落实情况。

1. 现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明确对常规
申报的登记证持有人，有首次活动报告的要
求；故建议加“常规”二字限定该活动报告的
要求针对常规登记，而不是简易登记。 
取得简易登记证的物质，申请数量低于 10 吨，
另外取得简易登记证的物质按照第四十一条
的规定不会列入目录中，风险比较低，首次
活动报告也不作为列入名录的依据，企业记
录好登记的相关信息便可。
2. 申请人进口（或出口）该新化学物质，销
售给下级客户或加工使用者的情形下，申请
人一般不掌握向环境排放情况，以及风险控
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这些信
息的汇报主体应该是新化学物质的生产者或
者加工使用者。故建议将新化学物质环境排
放情况，以及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
的落实情况的主体责任人规定为新化学物质
的“生产者或加工使用者”。
3. 基于化工产业链的复杂性，有时境外申请
人只是将产品卖给国内经销商，经销商何时
将产品转移至最终加工使用方，境外申请人
并不能及时掌握该信息，故建议将首次活动
范围的限定，从“在首次进口并已向加工使
用者转移”修改为“在首次进口并已向下级客
户转移”。
4. 生产或者进口活动报告要求的信息，通常
需要在企业部门间或者与客户协调，根据以
往经验，30 日的时间不够充分，故建议将活
动报告时间延长至“90 日”。

40 40 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监督抽查】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将新化学物质登记情况、风险
控制措施和环境管理要求、首
次活动情况等信息通报省级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设
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对新化学物质活
动进行监督抽查，重点抽查是
否按要求办理新化学物质登记
或者备案、登记和备案事项的
真实性、登记证记载事项及本
办法其他相关规定的落实情
况。
…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设
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对收到的涉及新化学
物质相关举报信息应当及时组
织核实、处理。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新
化学物质登记情况中申请人允许公
开的信息、风险控制措施和环境管
理要求、首次活动情况中申请人允
许公开的内容等信息通报省级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设区的
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对新化学物质活动进行监督抽
查，对已经登记的企业，检查其登
记和备案事项的真实性、登记证记
载事项及本办法其他相关规定的落
实情况。对从未进行过新物质登记
的企业， 监督抽查其是否有应报未
报事项。重点抽查按照本办法第九
条被举报的辖区内企业是否未按要
求办理新化学物质登记或者备案。
...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设区的
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对收到的涉及新化学物质相关举报
信息于 10 个工作日内及时答复、核
实、处理，并应当将举报处理情况
反馈给举报人，同时对举报人信息
进行保密。

1. 在生态环境部与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沟
通信息时， 应考虑对申请人的物质信息进行
保密，目前在中国，抄袭新技术的公司太多
了。
2. 希望监督检查的重点放在应该按照新化学
物质登记或者备案的，却没有办理登记或备
案的企业。而不完全是对已经合规的企业再
百般审核，消耗有限的人力资源。 

3. 收到投诉后， 具体明确几个工作日内有行
动。相关内容跟本办法第九条《公众监督》
要求保持一致。 

41 41 第四十一
条

第四十一条【列入中国现有化
学物质名录程序】常规登记的
新化学物质，自首次登记之日
起满五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发布公告，列入《中
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登记证载明新用途管理要求
的，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名录》时规定新用途管理要求。
对根据第二十八条规定新用途
已获批准的非高危害化学物
质，将已获批准的新用途纳入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并
公布。
登记证载明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的，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名录》时规定相应的环境管理
要求，生产者、进口者和加工
使用者应当遵守。
前三款规定适用于已注销的常
规登记新化学物质。
简易登记和备案的新化学物
质，以及被撤销的常规登记新
化学物质，不列入《中国现有
化学物质名录》。

第四十一条【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
质名录程序】常规登记的新化学物
质，自首次登记之日起满五年，不
进行任何回顾性评估，由国务院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公告，直接列
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公
开部分。
登记证载明新用途管理要求的，
列 入《 中 国 现 有 化 学 物 质 名 录》
时规定新用途管理要求。对根据第
二十八条规定新用途已获批准的非
高危害化学物质，将已获批准的新
用途纳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并公布。
登记证载明其他环境管理要求的，
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时
规定相应的环境管理要求，生产者、
进口者和加工使用者应当遵守。
需要提前或者推迟列入《中国现有
化学物质名录》的化学物质，申请
人向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技术机构
提交提前或延迟申请并交纳相应的
申请费用。
满足第一款和第四款规定的物质名
称等标识信息需要保密的，申请人
在满足列入期限的前 3 个月内，需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保密申请
并交纳保密申请费用，批准后进入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保密
部分。       
前三款规定适用于已注销的常规登
记新化学物质。
简易登记和备案的新化学物质，以
及被撤销的常规登记新化学物质，
不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1）《办法》修改说明中已经明确“不进行任
何回顾性评估”，希望能在办法中直接明确，
使要求更清晰明了。
2）对环境友好型新物质进行鼓励，允许部
分无危害或无风险的物质提早进入市场，制
定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将新物质提早进入名
录的条款会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于大宗原料
的生产企业，其供应商遍及全球，各供应商
用自己的供应链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中国，所
以进口商不计其数，如此复杂的供应链，每
家进口商进行新物质登记着实困难。另外对
于高数量或多数据要求的常规登记，企业投
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时间成本，5 年的保
护期并不够，允许这部分企业申请延迟将登
记的物质列入《名录》。设立提前，正常和
延迟列入名录考虑到企业的实际需求，在列
入名录的管理规定更切实考虑企业的需求，
也使规定更全面，也可以限定某些物质不可
以提前或延迟列入《名录》。而对于提前和
延迟所产生的工作成本，申报人需要来承担。
3）企业出于商业保密信息 CBI 的考量，五年
后也暂时不希望将新化学物质名称等标识信
息公开，所以希望明确对于申请保密的新化
学物质，可列入《名录》的保密部分。列入
保密部分的物质与公开部分的物质同等按照
现有化学物质进行管理。

42 45 第四十五
条

地方处罚事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
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公布其违规行为，纳
入环境违法记录，并将处罚情
况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

建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布
其违规行为，纳入环境违法记录，
并将处罚情况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

建议增加处罚事项。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二
条和十三条，该办法有生态环境部颁布， 罚
款限额可以由国务院规定。具体条款见：
“第十二条 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
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
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
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
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
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
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
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
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
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43 47 第四十七
条

测试机构法律责任 为新化学物质申请提供测试数据的
境内实验室在新化学物质测试过程
中伪造、篡改数据或者有其他弄虚作
假行为的，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五年内不接受其后续出具的测试报
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验室守法情况纳入环境信用信息
系统，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前款规定的实验室出具虚假报告
的，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十年内不接受
其后续参与出具的测试报告； 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问题后对其的处理， 不能追溯到之前的报
告， 那对之前在这些实验室安排实验的企业
不公平。

44 50 第五十条 第五十条【衔接政策】第五十
条【衔接政策】按照原环境保
护部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7 号，以下简称 7 号令）程序
取得的新化学物质常规申报环
境管理登记证在本办法生效后
继续有效，但应当遵守本办法
常规登记相关管理规定。新化
学物质自活动之日起满五年或
者本办法实施之日起满五年，
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
布公告，列入《中国现有化学
物质名录》。

第五十条【衔接政策】按照原环境
保护部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
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7 号，
以下简称 7 号令）程序取得的新化
学物质常规申报环境管理登记证在
本办法生效后继续有效，但应当遵
守本办法常规登记相关管理规定。
新化学物质自首次登记之日起满五
年，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
布公告，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名录》。
对 7 号令下申报的常规申报和 17
号令下正常申报的新化学物质列入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时需要
物质名称等标识信息保密的，申请
人在本办法施行后到期前 3 个月内
提出申请并交纳保密申请费用，批
准后方可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
名录》保密部分。

针对 7 号令下的取得常规申报登记证的物质
与本办法第四十一条列入名录条件一样，统
一按照登记之日计算列入名录的时间。

化学名称等标识信息属于企业重要商业信
息，企业完成登记后，需要继续对名称进行
保护，名录保密部分非常有必要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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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修订中原料药等
规定的建议

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的如下条款提出建议，望请考虑。
建议条款修改为：

第二条【适用范围】
医药、农药、兽药、化妆品、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饲料添加剂、肥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涉

水产品、放射性物质等的管理，适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但上述物质拟改变用途为其他工业用途的，以及

作为上述产品的原料（医药原料药及辅料、化妆品用原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涉水产品用原料除外）

和中间体的新化学物质相关活动的环境管理，适用本办法。

物品不适用于本办法，但设计为常规使用时有意释放出所含新化学物质的物品，所含新化学物质按照本

办法管理。

以研究为目的，且年生产量或者进口量小于 100 千克的新化学物质，不适用本办法。

天然存在的物质、非商业目的或者非有意生产的类别，以及材料类、合金类、非分离中间体等，不适用

本办法。

添加剂和表面处理剂在实现其特定功能而发生化学反应的产物，不适用本办法。

理由：
1. 将医药原料药明确列在豁免类别里
以前登记中心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7 号令 ) 常见问题解答》中第 1 条和第 131 条明确提

出，不管有没有获得原料药的批文，都需要进行新物质申报，将原料药等同于原料。但其实在药品领域，原

料药属于药品的范畴，已有药品相关法规管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 年修订版）中已

经明确了药品定义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第一百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
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

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

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

药品生产企业，是指生产药品的专营企业或者兼营企业。

药品经营企业，是指经营药品的专营企业或者兼营企业。

如下资料需要在原料药的注册时提交：

药品名称

证明性文件

立题目的与依据

自评估报告

上市许可人信息

原研药品信息

药品说明书、起草说明及相关参考文

包装、标签设计样稿

药学研究信息汇总表

非临床研究信息汇总表

临床研究信息汇总表

原料药药学研究资料

基本信息

生产信息

特性鉴定

原料药的质量控制

对照品

包装材料和容器

稳定性

非临床研究资料综述

主要药效学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安全药理学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单次给药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重复给药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遗传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生殖毒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致癌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依赖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过敏性（局部、全身和光敏毒性）、溶血性和局部（血管、皮肤、粘膜、肌肉等）刺激性等特殊安全性

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其他安全性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非临床药代动力学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复方制剂中多种成分药效、毒性、药代动力学相互影响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

临床试验综述资料

临床试验计划及研究方案

数据管理计划、统计分析计划

临床研究者手册

知情同意书样稿、伦理委员会批准件； 科学委员会审查报告。

临床试验报告

临床试验数据库电子文件（原始数据库、衍生的分析数据库及其变量说明文件）

数据管理报告、统计分析报告

因此，原料药在生产及上市过程中已受到药品相应的法规管制，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取得生产许可证，

完成原料药注册并进行安全性评价及 GMP 认证。原料药的生产企业从新建项目启动到正式生产然后到上市都

有包括环保部在内的相关部门在持续监管。

在欧盟、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也明确针对原料药的管理由于已有相关的药品法规管控因此

豁免了原料药新化学物质管理。

因此，为了避免以后出现误解，建议将原料药明确列在豁免类别里。在中国生产后仅供出口用于别国原

料药注册和应用，未在中国完成原料药审批的，适用于本办法（这句话可以放在指南中进一步细化）。

2. 将医药辅料明确在豁免类别里
医药辅料也已经纳入到药监局的管理范围了。虽然药用辅料、药包材已取消了行政许可，但为了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

42 号），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审评审批事项的公告》（2017 年

第 146 号），进一步明确原料药、药用辅料、药包材与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有关事宜。而且在进行医药

辅料评审的时候会要求提交如下诸多数据，进行安全性评价：

2 辅料基本信息

2.1 名称

2.2 结构与组成

2.3 理化性质及基本特性

2.4 境内外批准信息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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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内外药典收载情况

3 生产信息

3.1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3.2 物料控制

3.3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3.4 工艺验证和评价

3.5 生产工艺的开发

4 特性鉴定

4.1 结构和理化性质研究

4.2 杂质研究

4.3 功能特性

5 质量控制

5.1 质量标准

5.2 分析方法的验证

5.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6 批检验报告

7 稳定性研究

7.1 稳定性总结

7.2 稳定性数据

7.3 辅料的包装

8 药理毒理研究

因此，没必要再对药用辅料进行新物质申报重复管理，建议将其明确列在豁免类别里。

3. 建议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涉水产品用原料明确列在豁免类别里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涉水产品目前也都有其他法规进行具体管理了。

比如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包括聚合物树脂和添加剂）应用领域里的上位法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具体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的在授权范围内的物质根据应用类别，需符合 GB 4806 食品

接触材料和制品系列标准 ( 如《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食品接触用涂料

及涂层》) 和 GB 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等一系列标准中的

许可授权清单和相关卫健委食品相关产品的许可公告，这种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许可物质 ( 包括聚合物 / 单

体 / 添加剂 ) 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特定迁移限量 ( 或特定迁移总量限量 ) 或最大残留量及其他限制性要

求进行了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七条，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生产食

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准予许可并公布；对不

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没有列在 GB 4806 系列或 GB 9685-2016 内的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用原料（包括树脂和添加剂）需要跟主管部门（卫计委）进行申报，批准后才能使用。对于生产环节，

需要根据 GB31603-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进行管理，规定了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从原辅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各个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卫

生要求和管理准则。目前国家以及各省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部分和纸包

装容器等制品部分以及电热食品加工设备、压力锅的制造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生产实施细则实施事前

的生产许可管理制度。

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管理相似的，针对涉水产品用原料，无论是现有原料，还是新原料，均有针对

的法规进行管理，均需在完成卫生安全性评价，获得省级或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取得相应的卫生许可

批准文件后，方可进口或生产和销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对涉水产品进行行政管理：

第 4 条提出国家对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行卫生许可制度。第 12 条：生产涉及饮用水卫生

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后，

方可生产和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件的前款产品。据此，原国家卫生部进一

步制定和发布了《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即通过目录的方式来明确管理对象和管理方式：对

于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水处理材料、化学处理剂、水质处理器制定了管理目录，对于没有列入管理目录

的与饮用水接触的新材料和新化学物质和新工艺统称为”三新”产品，实施两级申报体系，在管理目录的非”三新”

产品由省级卫生部门进行审批，不在管理目录的”三新”产品由国家级卫生管理机构按照《关于取消下放部分消

毒产品和涉水产品行政审批项目的公告》进行审批。其中安全性和功能性测试项目按照五个类型茶品各自的

卫生安全评价规范性文件实施。另外，针对涉水产品的生产、卫生、检验、标签、质量等等，国家也出台了

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如《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检验规定》

等，规定了涉水产品生产企业选址，设计与设施，生产过程，原材料和成品贮存，运输，从业人员等等规定。

因此，为避免重复申报和行政许可，没必要再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原料、涉水产品用原料进行新物

质申报重复管理，建议将其明确列在豁免类别里。

4. 将添加剂和表面处理剂明确在豁免类别里
由于表面处理物质在物品或制品表面薄薄一层，起到某种特定功能的作用。但由于用量很少，又固附在

物品或制品表面，通常很难取样做检测分析，也难进行新物质申报。

目前在欧盟 REACH 的法规、日本的 CSCL 法规、台湾的《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以及韩国 K-REACH 法规中，

均对于表面处理物质（surface treatment substance）有明确定义和豁免条款：

Japan : 
Chemical Substance Control Law (CSCL) defines the chemical substance is “any chemical compounds obtained by 
causing chemical reactions”. 
However, when an artificial chemical reaction is limited to specific parts (e.g. surface treatment of metals ,etc.), the 
reaction is not regarded as “causing chemical reactions”.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we regard the surface treated material is a mixture of “core material” and “surface treating 
material”. Therefore, “surface treated material” itself is exempted from chemical registration.
No need to apply exemption.

日本：

化审法将化学物质定义为“通过引起化学反应获得的任何化合物”。

然而，当合成化学反应限于特定部分（例如金属的表面处理等）时，该反应不应被认为是“引起化学反应”。

根据该原理，我们认为经表面处理的材料是“核心物质”和“表面处理物质”的混合物。 因此，经表面处理

的材料本身无需进行化学品注册。

无需申请豁免。

Taiwan : 
The chemical regulation itself does not mention any requirement for surface treated chemical. 
But there is a definition in the guidance shows the following:
============================
When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a chemical substance (referred to as ¨substrate substance 〃 ) is carried out via other 
chemical substance (referred to as ¨substance used to coat the substance”), the final substance obtained from surface 
treatment is called a surface treatment substance.
The surface treatment substance usually involves two-dimensional macroscopic change of surface substance and most 
of substrate substances are not changed macroscopically. The substrate substance and surface substance shall be 
separately identified to confirm their compliance with the defini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

台湾：

在台湾新化学物质法规中虽然并未提到关于表面处理物质，但在台湾新化学物质以及既有化学物质登记

指南中有提到如下定义：

表面处理物质 (Surfac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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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化学物质 ( 称为基质，substrate substance) 表面经由其他化学物质 ( 称为表面物质，substance used 
to coat the substance) 进行表面处理得到的最后物质，称为表面处理物质。

表面处理物质通常只涉及二維的表面物质宏观改变，大部分的基质宏观部分均未改变。基质与表面物质

应该分开辨识是否符合新化学物质的定义。

EU :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a substance is a "two dimensional" modification of macroscopic particles. A "two 
dimensional" modification means a chemical reac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al groups only on the surface of a 
macroscopic particle with a substance which is called a surface treating substance. By this definition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is kind of modification means a reaction of only a minor part (surface) of a macroscopic particle with the 
surface treating substance, i.e. most of the macroscopic particle is unmodified.
Therefore a chemically surface treated substance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mixture nor be defined by the criteria of 
the Guidance for identification and naming of substances under REACH: http://echa.europa.eu/guidance-documents/
guidance-on-reach.
With the same reasoning, a chemically surface treated substance could not be reported for EINECS nor be notified 
according to Directive 67/548/EEC because it was covered by the separate EINECS entries of both the basis substance 
(macroscopic particle) and the surface treating substance. Taking this decision up under REACH means a consequent 
continuation of former decisions. Using the same line of arguments, chemically surface treated substances should not 
be registered as such under REACH, bu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should be fulfilled:
1. Registration of the basis substance (macroscopic particle)
2. Registration of the surface treating substance
3. Description of the use "surface treat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dossier of the surface treating substance and in the 
registration dossier of the basis substance
4. Any specific hazards or risks of the surface treated substance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cover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and by the chemicals safety assessment and resulting exposure scenarios.”
Therefore, we are registering the components and not the surface treatment under REACH legislation.  

欧洲 REACH：

 “物质的表面处理是宏观颗粒的”二维“改性。 “二维”改性是指仅在宏观颗粒表面上的官能团与称为表面处

理物质的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通过该定义，显然这种改性意味着仅宏观颗粒的次要部分（表面）与表面处

理物质的反应，即大部分宏观颗粒是未改性的。

因此，经表面处理的物质不能被视为混合物，也不能被 REACH 规定的物质鉴定和命名指南的标准所定义：

http：//echa.europa.eu/guidance-documents/guidance-on-reach。

根据相同的推理，经表面处理的物质无需向 EINCES 进行报告，也不会根据指令 67/548 / EEC 进行申报，

因为它被基质物质（宏观颗粒）和表面处理物质的单独 EINECS 条目所涵盖。 。在 REACH 法规下这样的定义意

味着化学表面处理的物质不应在 REACH 下注册，但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基质物质的登记

2. 表面处理物质的登记

3. 在表面处理物质的登记档案和基质物质的登记档案中分别对“表面处理”用途的说明

4. 表面处理物质的任何特定危害或风险应由分类和标签以及化学品安全评估和由此产生的暴露情景适当

涵盖。

所以，在欧洲我们分别对经表面处理的物质的各组分进行登记，而对经表面处理的物质其本身不进行登记。

Korea : According to Article 11-6 of enforcement decree of Act on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etc. of Chemicals (AREC, 
so called K-REACH), Surface treated materials are exempted from registration if the chemicals that participated in 
surface-treatment reaction are properly notified or registered regardless they are new or existing chemicals.
Exemption for surface treatment material is required.

韩国：根据韩国化学品注册评估法案（AREC，即所谓的 K-REACH）第 11-6 条，如果所有参与表面处理反

应的化学品都进行过对应的登记，经表面处理的物质本身可免于注册，无论它们是新化学物质还是现有化学

物质。

需要提交申请豁免表面处理材料。

因此，希望能将添加剂和表面处理剂在实现其特定功能而发生化学反应的产物纳入到豁免的范围。

5. 将化妆品用原料纳入豁免类别里
在化妆品用原料领域里的上位法是《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目前最新的草稿版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主管机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具体的化妆品用原料需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以

及《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里的禁止，限制，以及正面允许清单，该标准还规定了原料在相关化妆品中的

使用范围、使用量、特定要求，质量指标，检测方法等一系列体系化的要求标准，以及逐步建立起了针对某

些有安全风险原料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同时，对于化妆品新原料，则需依照《化妆品新原料申报与审评指南》，

向主管部门进行申报，在提交一系列关于产品质量，研发背景，生产工艺，法律法规，毒理数据，风险评估，

经批准后才能使用。而对于获得批准的新原料，申报企业仍需进行后续监管，如年报制度，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等。

虽然草稿版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提到了低风险的化妆品原料将会纳入备案管理，但是实际上讨论修

订还在继续，该类化妆品原料的资料要求可能不会减少，而且 NMPA 可能会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

《化妆品新原料申报和审评指南》中申请新化妆品新原料的数据资料如下：

1. 化妆品新原料行政许可申请表

2. 研制报告

2.1 原料研发背景、过程及相关到技术资料

2.2 原料的名称、来源、相对分子量、分子式、化学结构、理化性质

2.3 原料在化妆品中的使用目的、使用范围、基于安全的使用限量和依据、注意事项、警示语等

2.4 原料在国外（地区）是否使用于化妆品的情况说明等

3. 生产工艺简述及简图

4. 原料质量安全控制要求

5.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资料

（一）急性经口和急性经皮毒性试验；

（二） 皮肤和急性眼刺激性 / 腐蚀性试验；

（三）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四） 皮肤光毒性和光敏感性试验（原料具有紫外线吸收特性时需做该项试验）；

（五） 致突变试验（至少应包括一项基因突变试验和一项染色体畸变试验）；

（六） 亚慢性经口和经皮毒性试验；

（七） 致畸试验；

（八） 慢性毒性 / 致癌性结合试验；

（九） 毒物代谢及动力学试验；

而且化妆品原料的使用也需要遵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化妆品成品也需要根据相关管理办法进行

注册或备案及进行相关的毒理学试验及风险评估。

因此，为避免重复申报和审评审批，建议将化妆品原料列在豁免类别。

6. 关于物品
关于物品不适用于新物质管理规定这一点从 2010 年以后没有异议，这里只是建议在管理办法中明确点明

“物品不适用于本办法，但设计为常规使用时有意释放出所含新化学物质的物品，所含新化学物质按照本办法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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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第三十一条【备案情形】增加备案情形的理由
说明

第三十一条【备案情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生产或者进口前办理备案：
新化学物质单体或者反应体含量 >2%，但已获得常规登记证的聚合物

1. 在新单体 / 反应体已取得常规登记证的前提下， 不让“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大于 2％的聚合物

进行备案登记”仅是将该聚合物按照“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不超过 2％的聚合物进行备案登记”推迟五年

而已，在风险管控上并无变化

《办法》规定：“新化学物质取得常规登记证后五年列入名录”和“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不超过 2％
的聚合物进行备案登记”，即新单体 / 反应体取得常规登记证五年后可列入名录，此时原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

应体含量大于 2％的聚合物自动变成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不超过 2％的聚合物，就可对其进行备案登

记了。因此，就聚合物的管理方式而言：在新单体 / 反应体已取得登记证的前提下，不让“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大于 2％的聚合物进行备案登记”仅是将该聚合物按照“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不超过 2％的

聚合物进行备案登记”推迟五年而已，二者在风险管控措施上并无变化，因此“新单体 / 反应体常规登记 + 聚合

物备案”的登记方式仍满足《办法》对新化学物质风险管控的要求。

2. 2% 是聚合物命名原则中人为设定的标准，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大于 2% 并不意味着会带来更

大的危害或风险。采取“新单体 / 反应体常规登记 + 聚合物备案”在风险管控上更保守，可满足风险管控的要求

2% 仅是聚合物命名原则中人为设定的标准，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大于 2% 并不意味着会带来更

大的危害或风险。聚合物分子量大，不易穿过分子膜，蒸气压低，不易挥发，一般也不具有生物化学活性，

即聚合物的人体健康和生态毒性较其单体相比低很多，聚合物的毒性也主要是由在聚合反应过程中残留的有

害单体 / 反应体造成的。从风险管控角度而言，对新化学物质单体 / 反应体含量大于 2% 的聚合物采取“新单体

/ 反应体常规登记 + 聚合物备案”的登记方式更注重了单体 / 反应体的风险管控，较“聚合物常规登记”更为保守，

能够达到风险管控的要求；这也与当前各国主管部门更关注聚合物中有害或新的残留单体 / 反应体的危害 / 风

险信息的化学物质管理策略一致。

3. “新单体 / 反应体常规登记 + 聚合物备案”有助于“新化学物环境质管理制度”在中国的广泛实施

聚合物合成虽然是化学反应过程，但更类似于配方调配，使用不同的单体以及不同的含量，可以生产出

大量不同的聚合物，而通常聚合物量的需求很大，如对新单体含量 >2% 的聚合物要求进行常规登记，则理论

上需对无穷无尽的聚合物进行常规登记，这会耗费企业大量的资源，但通常这些常规登记产生的数据对聚合

物的风险评估并不会有太多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或选择放弃产品开发，或甚至进行违规活动。

如采用‘新单体常规登记 + 聚合物备案’的申报方式，只需对一定数量的新单体进行相应的登记，可大大降低登

记成本，从而促进“新化学物环境质管理制度”在中国的实施。

4. 新化学物质常规登记要求的很多测试对聚合物并不适用：

聚合物是结构相似的复杂混合物，分子量分布测定容易，但各组分浓度测定几乎不可能。因此对于聚合物，

这些需要浓度测定的试验，如吸附 / 解吸附、生物蓄积性、毒代动力学试验等大都无法进行。

5. 要求对新单体 / 反应体含量 >2% 的聚合物进行常规登记严于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要求

欧盟 REACH 要求对含量 >2% 的新单体 / 反应体进行申报，聚合物可豁免；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台

湾等对于新单体 / 反应体含量 >2% 的聚合物均有降低测试数据要求的规定；美国对新化学物质，包括新单体 /
反应体含量 >2% 的聚合物，需进行预生产申报，该申报对测试无强制性要求。

10 AICM’s Suggestions to Registr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of Low Volume

Summary: 
AICM’s Suggestions to Registr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of Low Volume for R&D Purpose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gilent, Honeywell, Merck, Mitsubishi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MEM issued Administration Measurers on Registr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in 2012. There is no exemp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for R&D Purpose or for 
those with low volume at production or import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implementing national actions of 
reducing the administration license and simplifying the procedures, w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voicing out 
on behalf of our members. 

Activities summary for your reference;
Raised concerns by some member companies, late August
Group Review and get aligned, Early Sep. 
Further revised position, Mid-Sep.
Circulated to members, Sep. 11-12,2019
Submitted to board for endorsement, Mid-Sep. 
Submitted to authority, Late Sep

Our Suggestions:
For those hazardous chemical substances for R&D purpose (tonnage level<1t/year at manufacture/import), 
it shall be exempted for registration. 

Follow up actions:
For approval from the board, Mid-Sep
Submit to MEM-NRCC, Mid-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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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属企业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研发是一国科技创新的基础，研发对一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在研究
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化学品的种类何止千千万。仅就研发过程中涉及最普遍的化学试剂而言，其
纷繁复杂的程度，就令人叹为观止。本“建议”以化学试剂为例，简述了此类研发用化学品的典型特征，
并以此为基础，对研发用的少量危险化学品，提出减免登记的建议。

化学试剂是指在试验、分析、研究等领域使用的，具有较高纯度标准要求的物质或混合物。它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广泛用于物质的合成、分离、定性和定量分析，检测等各科学研究领域。
化学试剂品种极多，目前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一般而言根据用途分类，化学试剂的主要
类别和典型特征如表 1 所示：

AICM 关于研发用少量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建议

类别 用途 组分特征 品种种类 包装规格 每品种年进口量

水分试剂 专测水分
通常含 5-6 种组分，
其中关键组分是碘，
SO2，咪唑等

50-60 种 毫升或升规格
几十千克～几吨不
等

溶剂 溶解样品，仪器的流
动相等

通常为高纯度有机
溶剂或高纯水

数十种 通常是升规格 几吨～几十吨不等

标准品 主要作为参考物质，
用于定标

高纯度农药、医药、
兽 药、 食 品、 添 加
剂等

 几千 - 几万种，最
大的公司有十几万
种

几微克～几十
毫克规格

几微克～几十毫克

当量试剂 用于分析中的滴定 无 几千种
几毫升～几百
毫升规格

几十毫升到几千毫
升

合成试剂
作为中间体，催化剂，
原料，助剂等用于合
成

各 种 很 少 见 的， 年
产量极低的有机和
无机化合物

几万到几十万种
几毫克～几克
规格

几毫克到几千克不
等

生化试剂
如 DNA/RNA/ 多肽试
剂，电泳用试剂和荧
光试剂等

各 种 生 物 小 分 子、
大 分 子、 荧 光 物 质
及溶剂

几百到几万种
几毫克～几千
克规格

几十毫克到几十千
克

备注：诊断试剂：属于医疗器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按医疗器械 1、2、3 类管理。故不列于此处

通过上表的试剂典型特征可见，试剂的典型特征就是纷繁复杂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涉及的量
很小，这就导致了对全部的试剂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时，其现实可操作性对于生产和进口企业具有
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具体如下：

• 产品种类异常繁多：具体如上表 1 所述，为每家进口或生产的每种产品都一一登记，对生产
进口企业和主管部门都将产生巨大的工作量和成本；

• 包装规格小，年使用量少：如上表 1 所述，绝大多数情况下 , 产品重量单位通常以克或毫升计，
典型规格是 1 g、5 g、25 g、1 mL、5 mL、25 mL。绝大多数的试剂年销售量几毫克到几千克不等。
典型的试剂包装见附件 1；

• 配方复杂：试剂产品配方会用到数千甚至数万种化学物质，通常每个产品配方中含有 1-6 种
有机或无机物质组分，这些不同的组分以及各组分的不同浓度构成了复杂而又多变的产品配方。若
要一一进行危化品登记，则现行的系列登记等难以实行；

• 用户巨大且分散：试剂己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卫生、生命科学、检验检疫、环境保护、
能源开发、国防军工、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用户既包括了各大院校和国有科研机构，
也包括了各家企业的科研或分析部门和机构，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或实验室，都涉及试剂的使用，
以及其中许多家的进口。

• 涉及面极其广：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或试验室，都涉及试剂的使用。这其中既有国内采购，
也有自行进口采购的，而且每家的试剂生产和进口采购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若每家科研机构或实验室都需对其进口的每一个试剂都进行危化品登记，则基本不具备现实可操作
性。且低包装规格的产品（比如 0.1 毫升包装的产品），其数量甚至不足以完成一个登记所需的完
整理化鉴定测试。

由此可见，仅仅对纷繁复杂的化学试剂进行危化品登记，就存在如此多的困难，若再进一步扩
展到整个研发用化学品，包括进口或生产的小样、合成或工艺开发的新物质等等，则其现实可操作
性就更可想而知了。而且更进一步的，从法规豁免、登记目的、风险可控、以及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等角度综合来看，对所有进口或生产的研发用化学品进行危化品登记，也是没有必要的，具体如下：

1、从法规豁免的角度：研发用化学品不同于一般工业品和消费品，是专用于研发开发科技创新
用途的。为了鼓励研发创新，各国法规无论对新物质、现有物质、危化品均有一定量的豁免或完全豁免，
比如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中针对研发类化学品 1 吨 / 年的豁免，中国新化学物质
管理办法的科研备案，农药的样品进口豁免，危险货物的有限数量和例外数量要求 , 日本、韩国、
泰国、越南等国的危化品法规对一定量的危化品豁免。欧盟的“有毒中心控制登记”制度与我国危化
品登记制度比较相似，其对混合物管理是根据 CLP 法规进行规范的。CLP 对凡是研发用途的化学品（包
括试剂），无论数量多少均豁免。具体法规豁免情况见附件 2；

2、从危化品登记目的角度：研发用化学品，比如化学试剂具有包装规格小（可参见附件 1 和表 1）、
用户数量巨大且严重分散的特征。危化品登记的目的是”为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
信息支持 “研发用少量化学品显著特点则是数量少、包装小，品种多、种类杂、变化快、消耗快。
通过登记的目的，难以为此类危化品提供事故和应急救援支撑和支持；

3、从风险可控的角度：不同于一般工业品和消费品，研发用化学品的用途决定其单个产品的生
产或进口量远低于一般工业品和消费品，低量即意味着对环境和人体的低暴露，对社会的低影响，
对最终用户的风险也较低；

4、最后，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由于研发用化学品量少而品类多杂的特征，对量少种类多
且风险较小的、以研发为目的少量危险化学品进行登记，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且研发用化学品
的种类远超当工业产品的种类，故当登记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信息和数据都被此类化学品所占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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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不利于行政管理部门利用大数据，鉴别筛选出高风险产品，并加以关注和风险管理。在这方面，
一些政府部门已有成熟的做法，比如国家农村农业部因农药运输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紧迫性，2009
年交通运输部、原农业部、公安部和原国家安监总局四部委联合发通知，针对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
（GB12268）包装类别属于 III 类的农药，在内容物小于 5kg 或 5L, 单个包件小于 30kg 且包装符合要
求的农药，给与豁免危险货物运输要求，可按照普通货物进行运输。

综上所述，为了贯彻国家“放管服“的管理要求，在此建议，应急管理部和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
对下面研发用少量化学品，给与豁免危化品登记管理要求，即： 

• 对于生产或进口量低于 1 吨 / 年的研发用少量化学品，建议免于危化品登记；
• 对于生产或进口量超过 1 吨 / 年的研发用化学品，仍继续标准的危化品登记。
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在危化品登记和管理中为了促进法规的不断完善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所进

行的努力，并期待着后续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联系人：何燕 / 霍立彬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电话：010-85181893/01085181898，传真：010-85181891
手机：13910282145( 何燕）;15810581356（霍立彬）

E-Mail: annho@aicm.cn;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附件 1：试剂的典型规格和包装：

• 图示应用为 Karl-Fischer 水分试剂，包装规格为每瓶 5 毫升，每盒 10 瓶装；
• 其他典型包装规格是 1 g、 5 g、25 g、1 mL、5 mL、25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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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表 2.1 亚太各国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简介

表 2.2 亚太各国对研发用新物质的管理简介

国 家 / 地
区

中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泰国 国 家 / 地
区

中国 欧洲

法规 危 化 品 登
记 管 理 办
法

REACH CLP 附 录
VIII

化 审 法
（CSCL）

安 卫 法
（ISHL）

K-REACH CCA 毒管法 BE_2535

管理范围 有 GHS 危
害的

所有物质 有理化（除
爆 炸 物）
和 人 体 健
康 危 害 的
混合物

指 定 的 公
告物质

指 定 的 公
告物质

所有物质 指 定 的 公
告物质

指 定 的 公
告物质

指定的公
告 物 质 +
有 GHS 危
害的

目录内物
质管理

许可证（列
入目录的）
+ 登记

登记 登记 禁 / 限 许
可 + 年报

禁 / 限 许
可

登记 禁 / 限 许
可 + 事 前
申 报 + 年
报

许可证 许 可 证
（指定的
公 告 物
质 ）+ 登
记（其他
有 GHS 危
害的）

豁免 已受
其他
法规
管理

无豁免 特 定 用 途
有豁免（如
医 药、 农
药、 食 品
等）

特 定 用 途
有豁免（如
医 药、 农
药、 食 品
等）

特 定 用 途
有豁免（如
医 药、 化
妆 品、 农
药、 食 品
等）

本 法 规 只
针 对 职 业
卫生安全，
非 工 业 用
途则豁免

特 定 用 途
有豁免（如
医 药、 化
妆 品、 农
药、 食 品
等）

特 定 用 途
有豁免（如
医 药、 化
妆 品、 农
药、 食 品
等）

特 定 用 途
有豁免（如
医 药、 化
妆 品、 农
药、 食 品
等）

无

量级 无豁免 <1t/y 用 于 科 学
研 究 用 途
的， 无 论
数 量 和 浓
度 多 大，
均豁免

<1t/y N <1t/y 除 研 发 用
途 之 外，
无豁免

针 对 指 定
物 质 登 记
有 许 可 简
化； 研 发
/ 试验 / 教
育 这 三 种
用 途 完 全
豁免

<1t/y ( 登
记）

<70% < 0 . 1 % 
(SVHC)

混 合 物 登
记， 不 适
用

针 对 指 定
物 质 有 浓
度阈值

针 对 指 定
物 质 有 浓
度阈值

< 0 . 1 %
（PCL）

针 对 指 定
物 质 有 浓
度阈值

针 对 指 定
物 质 有 浓
度阈值

<1%

申报人 生 产 / 进
口 / 销售 /
使用

生 产 / 进
口

进 口 / 上
市 的 下 游
方

生 产 / 进
口

生 产 / 进
口

生 产 / 进
口

生 产 / 进
口

生 产 / 进
口 / 销售 /
使 用 / 储
存

生 产 / 进
口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澳大利亚

数量级别 100 千克 / 年 无数量的限制 无 数 量 的 限 制，
但办理事前确认
时，需提交年量

1 吨 100 千克 / 年

申报类型 备 案（ 后 续 将
取消备案完全
豁免）

无需申报或备
案

首次生产或进口
前需办理事前确
认

对于学术单位，无需报
备；对于其他机构或企
事业单位需事前报备

根据不同种类型，采取
事前报备或提交年报

11 AICM inquiry letter to CFSA on Silicones additives usage 
question in GB9685-2016

Summary:
Name:  AICM Inquiry Letter on Silicones additives usage questions in GB9685
              AICM 关于 GB9685-2016 中硅橡胶可使用添加剂的咨询函
Issuer: IPAC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SABIC, Dow, ExxonMobil, Tetra Pak, Wacker.

Sub-committees activities:
Members initiated the sugges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policy makers on Dec. 6th, 2018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members discussions on Dec. 12th, 2018 
Member feedbacks and draft position paper on Dec. 20, 2018
Circulate this drafted letter to all Members on Jan. 8, 2019 
Final position on Jan. 14th, 2019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In GB 9685 (2008 version), silicones and rubbers were in one same big “rubber” group, in that version any 
additives listed for “rubber” could be used for both silicones and rubbers. While during the revision of GB 
9685-2008, the “rubber” group to “rubber” and “silicone” groups were split, and all additives were put 
into Table 3 “rubber” while forgot to add them into Table 7 “silicone” group, as the result Table 7 “silicone” 
in current GB 9685-2016 only has a few additives on the list. However, any additives approved explicitly 
for rubber groups after GB 9685-2008 should be only used for rubber products and should NOT be cross 
referred by silicone products. 

AICM's comments: 
As per communication status and members’ needs,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would like to propose an 
inquiry letter to policy makers for clarification on Rubbers and Silicones additives in GB9685. AICM hope to 
submit an inquiry letter for this question and receive explanation in a formal reply letter, to facilitate the 
industry practice. It will be benefit our rubber especially silicone industry member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follow up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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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
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
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
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
极形象。

AICM 会员公司非常感谢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1-2016) 等一系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些标准的实施
将构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的新局面，有利于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提高我国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
水平。目前各会员单位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合规工作。由于对于新发布的食品安全标准的理解尚不全面，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困难，故向贵中心咨询，请贵方在百忙之中给予指导。问题如下：

GB9685-2008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的橡胶类别中包含了橡胶与硅
橡胶两种类别，当时凡批准列入橡胶大类中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均允许在橡胶及硅橡胶
中使用。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在 GB 9685-2008
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其中的橡胶类别被进一步细分为表 A.3《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
制品》及表 A.7《其他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硅橡胶）》。GB 9685-2008 版中允许用于橡胶类别 ( 含
硅橡胶 ) 的若干添加剂并未列入 GB 9685-2016 的表 A.7《其他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硅橡胶）》中。
因此想咨询，在目前情况下，GB 9685-2008 版中批准用于橡胶类别的添加剂是否仍然可以继续用于
硅橡胶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

以上问题，希望可以得到贵中心的解惑和指导，再此深表感谢！

AICM
2019 年 1 月 21 日

联系人：霍立彬 
电   话： 010-8518 1898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 A 座 902 室，100021

关于 GB9685-2016 中硅橡胶可使用添加剂问题
的咨询函

12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atings in Shenzhen (SZJG 
54-2017)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atings in 
Shenzhen (SZJG 54-2017)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Auto, EE, Coating)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kzoNobel, Axalta, BASF, ExxonMobil, Henkel, PPG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Members proposed to provide comments for policy makers on Jan. 24th, 2019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Jan.25th, 2019
Group discussion and reviewed the position on Feb. 20th,2019
Draft position Feb. 28th, 2019
2nd review at core team, March 11th, 2019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review, March 12th,2019
Finalized position and further group review by March 28th, 2019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 MEE are drafting national standard of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atings. But Shenzhen City issued 
local standard SZJG 54-2017 before MEE, and set up strict limits for some application fields, eg. Electrical 
electronics. This is likely to influence national level policy. We hope to involve in standard drafting more 
actively.
- Shenzhen human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 committee(SZHEC), as standard drafter department, 
understood industrial difficulties through one year implementation. They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more 
business and foreign companies.
 
Base on members’ communications with Shenzhen standard drafter, we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this 
opportunity to give quite positive feedbacks and suggestions, to help them in improving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n behalf of industry. 

Summary: 
1. We recommend to exempt the coatings for surface assembly technology (SMT) of electronic and 
microelectronic products in the electrical electronic industry. 建议豁免电子行业里电子产品表面组装技
术 (SMT) 与微电子生产用涂料。
2. We recommend to exempt the limit content of low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thermosetting coatings 
for electronic products. 建议豁免电子产品涂料中热固性涂料的低挥发有机物含量限值。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the SZHEC and standard drafter, and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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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

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

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

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会员公司非常关注深圳市发布的《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技术规范》（SZJG 54-2017）, 并积极进

行各项合规工作。在规范实施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会员公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和苦难，故向各位领

导和专家反馈。建议如下：

一、建议规范豁免电子行业里电子产品表面组装技术 (SMT) 与微电子生产用涂料。
理由：为了要符合未来消费电子产品工艺发展的趋势，除了较传统的 PCB 三防漆以外，导电涂料或油墨

在 SMT 和微电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 EMI 屏蔽涂料的需求，而应用的工艺条件比如低固化温度，低粘

度的加工，薄均匀层和更快的分散涂料与固化，有限的溶剂在这类涂料的使用在技术上还未研发出有效的替

代方案。从 VOC 管控的角度来看，SMT 与微电子用的涂料里所含的溶剂或 VOC 的总量是可统计的（根据目前

深圳市手机产量计算，VOC 的总排放量是每年 4 千公斤），而且基于其应用工艺的特点，可有效地实施有组

织排放管理来避免对大气的污染。

详细资料见附件 1。

二、建议电子行业的低挥发有机物含量涂料技术标准做相应调整，具体建议如下表格：

理由：随着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触摸屏技术的覆盖面日益扩大，除了对光固化涂料的需求呈明

显增长之外，对功能性涂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同时，随着技术的越发成熟，电子产品涂料的干膜厚度也持

续在下降，这也对保护环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随着涂装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压缩空气喷涂，又

有很多新兴的涂装技术应用到电子产品涂料市场，比如纳米喷涂机，滚涂、淋涂的涂装方式，也进一步的减

少了可挥发有机物的排放。最后，近些年来为了进一步满足节能减排的要求，电子产品涂料的低 VOC 技术也

逐渐发展。但是，由于电子产品对外观和功能的要求较高，而低 VOC 技术在本行业内起步较晚，故提出以上

建议。

详细资料见附件 2。

以上建议供参考，希望可以得到深圳市领导和专家指导和指正，再此深表感谢！

AICM
2019 年 3 月 26 日

联系人：霍立彬 
电   话： 010-8518 1898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 A 座 902 室，100021

AICM 关于《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技术规范》
（SZJG 54-2017）的建议

使用领域 产品分类 VOC 含量要求

电子产品涂料

装饰性涂料 ≤420g/L

功能性涂料
光固化涂料 ≤700g/L

热固化涂料 建议豁免

附件 1：电子产品表面组装技术 (SMT) 与微电子生产用涂
料的技术情况说明表

1. 技术要求与可行性
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简称 SMT）是由混合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而来的新一代电子装联

技术，以采用元器件表面贴装技术和回流焊接技术为特点，成为电子产品制造中新一代的组装技术。SMT 生

产线主要设备有： 印刷机、贴片机（上表面电子元件）、回流焊、插件、波峰炉、测试包装。SMT 的广泛应用，

促进了电子产品的小型化、多功能化，为大批量生产、低缺陷率生产提供了条件。  电子产品呈现了小型化、

多功能化的趋势，尤其是以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进一步带动了表面贴装元器件

的小型化和产品组装的高密度化，元器件的微小、细间距器件也进入了 SMT 的实际应用中，极大提高了 SMT
技术的应用水平，同时也提升了工艺难度。

我国是 SMT 技术应用大国，信息产业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 年，我国电子销售收入达到 26550 亿

元，已超过日本（2700 多亿美元），位居美国（4000 亿美元）之后，居全球第二位。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增长迅速，国际大型电子产品制造商和 EMS 企业也纷纷投资设厂，带动了国内

相关产业链的发展，SMT 材料、设备、服务等相关行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家电制造业和通信制造业在国内

的发展带动了 SMT 的应用，与此同时，许多跨国公司也纷纷将电子产品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 中国 SMT 产业

仍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两个地区产业销售收入占到了整体产业规模的 90% 以上，

其中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占到了整体比重的 67.5%。

而印制电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简称 PCB)，又称印刷电路板，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 , 也是

SMT 工艺的主要基材。采用电路板的主要优点是大大减少布线和装配的差错，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和生产劳动

率。由于印刷电路板并非一般终端产品，因此在名称的定义上略为混乱，例如：个人电脑用的母板，称为主板，

而不能直接称为电路板，虽然主机板中有电路板的存在，但是并不相同，因此评估产业时两者有关却不能说

相同。再譬如：因为有集成电路零件装载在电路板上，因而新闻媒体称他为 IC 板，但实质上他也不等同于印

刷电路板。我们通常说的印刷电路板是指裸板 - 即没有上元器件的电路板。

应用在 SMT 与微电子生产用涂料有以下两大类：

1. 三防漆（Conformal Coating）

2. 导电涂料或油墨 （Conductive Coating or Ink）

三防漆（Conformal Coating）有多种叫法，如三防胶、防潮胶、绝缘胶、防潮漆、保护漆、防护漆、披覆胶、

涂覆胶、防水胶、防潮油、三防油、防潮剂、保形涂料、敷型涂料、共形覆膜、共性涂覆。三防漆是一种特

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坏境的侵蚀，从而提高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确保使用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现实条件下，如化学、震动、高尘、盐雾、潮湿与高温等环境，线路板可能产生腐蚀、

软化、变形、霉变等问题，导致线路板电路出现故障。三防漆涂覆于线路板的表面，形成一层三防的保护膜

（三防指的是防潮、防盐雾、防霉）。它可在诸如含化学物质（例如：燃料、冷却剂等）、震动、湿气、盐喷、

潮湿与高温的情况下保护电路免受损害。在这些条件下线路板可能被腐蚀、霉菌生长和产生短路等，导致未

使用三防漆的电路出现故障，从而提高线路板的可靠性，增加其安全系数，并保证其使用寿命。另外，由于

三防漆可防止漏电，因此允许更高的功率和更近的印制板间距。从而可满足元件小型化的目的。

三防漆从化学成分上可分为丙烯酸酯、硅酮、聚氨酯三防漆；而从固化方式上，有溶剂型固化，室温固化、

热固化和紫外光固化等。它们操作工艺的选择一般由产品不同的黏度（不同的浓度有不同的固含量）决定。

以下是三防漆一般的使用条件来达到 SMT 生产工艺的可靠性和成本效益。

1. 温度与湿度：所有涂覆作业应不低于温度 16℃不超过 150℃及相对湿度不低于 75% 的条件下进行。PCB
线路板作为复合材料会吸潮，如不去潮，施奈仕三防漆不能充分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而预干、真空干燥则

可去除大部分湿气；

2. 快速固化：通常情况下在 30 秒以内

3. 粘度变化：三防漆在使用前后都会有不同粘度变化，三防漆流速测试时会随着温度改变而变化，温度

越高时测试出的流速越快。粘度要求一般都在 300 – 1,000 cps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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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涂层厚度：薄均匀层要求是在 3-10um 的范围内；

5. 低重量。

导电涂料或油墨是用导电材料 ( 金、银、铜和碳 ) 分散在连结料中制成的糊状涂料或油墨，俗称糊剂涂料

或油墨。具有一定程度导电性质，可作为印刷导电点或导电线路之用。金系导电墨、银系导电墨、铜系导电墨、

碳系导电墨等已达到实用化，用于印刷电路、电极、电镀底层、键盘接点、印制电阻等材料。导电性涂料或

油墨是指印刷于导电承印物上，使之具有传导电流和排除积累静电荷能力的涂料或油墨，一般是印在塑料、

玻璃、陶瓷或纸板等非导电承印物上。印刷方法很广，如丝网印刷、凸版印刷、柔性版印刷、凹版印刷和平

板印刷等均可采用。可根据膜厚的要求而选用不同的印刷方法、膜厚不同则电阻、阻焊性及耐摩擦性等亦各异。

这种涂料或油墨有厚膜色浆和树脂型两种。前者是以玻璃料为黏合剂的高温烧成型，后者是以合成树脂为黏

合剂的低温干燥或辐射（UV、EB）固化型的丝网油墨。

导电涂料或油墨由导电性填料、黏合剂、溶剂及添加剂组成。导电性填料使用导电性最好的银粉和铜粉，

有时也用金粉、石墨、炭黑（现已有专门的导电炭黑）、碳素纤维、镍粉等。用作黏合剂的合成树脂有环氧树脂、

醇酸树脂、丙烯酸树脂、聚氨酯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酚醛树脂、氯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树脂等。容积是

溶解这些树脂的丝网油墨用的中沸点（120-230℃）溶点。另外，根据需要加入分散剂、滑爽剂、偶联剂等添加剂。

导电性油墨要求的特性有：导电性（抗静电性）、附着力、印刷适性和耐溶剂性等。

随着电子元器件集成度的提高、设备的逐步小型化和器件的速度愈来愈高，电子产品中无线通信的大量

增加而导致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简称 EMI）问题也更加严重。从系统设备 EMI 设计的观点

来看，在设备的 PCB 设计阶段处理好 EMI 问题，是使系统设备达到电磁兼容标准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手段。

此外，5G 通讯技术的普及打开了另一扇巨大的 EMI 需求之门。 在 5G 通讯技术中跳过 EMI 屏蔽是不可行的。 
5G 通讯技术绝对需要屏蔽涂层。

导电涂料或油墨也因此也开发用在 PCB 上屏蔽 EMI 的材料之一。

为了达到导电涂料或油墨与 EMI 屏蔽的功能要求，以下是导电涂料或油墨的工艺使用要求：

1. 低固化温度（<150-175℃）；

2. 低粘度的加工；

3. 薄均匀层（3-10um）；

4. 要求非常高的导电性；

5. 树脂是油墨的主要附着力成分，溶剂是目前最有效的树脂分散体，以达到良好的附着力。 水基分散体

不能很好地溶解树脂和分散银颗粒，并且能够得到均匀的涂层。目前高端的 EMI 屏蔽材料的溶剂含量都控制

在 25 到 40% 以内。

2. 电子产品表面组装技术 (SMT) 与微电子生产用涂料的使用量和排放量
根据行业数据，截至 2020 年深圳预计的手机产量约为每年 2 亿部，而每部手机都含有一片 PCB 需要使用

到三防漆和导电涂料或油墨，未反应的三防漆和导电涂料或油墨的溶剂含量为每块 PCB 约 0.02 克。假设手机

生产工艺过程中没有废气排放控制，可能排放到大气中的溶剂或 VOC 估计总量约为每年 4 千公斤。

3.  行业趋势
随着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对电子产品的生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便于消费者携带，更轻，更小巧，

更薄的电子产品是消费者的向往，同时也是电子信息工业设计所坚持的信念，电子产品的微型化和美观化符

合大众的审美观，小而美一直是大众所追求的，像现在超薄的手机就是一个体现。要能够满足消费者对电子

产品微型化的需求，缩小电子产品的芯片体积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但随着集成化的发展，芯片的规模不断扩大，

只有在芯片制造中合理控制封装大小和封装密度，才能控制芯片的体积；封装技术也不断发展，封装的密度

得到一定的提高，封装的尺寸也有所缩小，进而有利于提高封装空间的利用率，提高电性能和稳定性，这也

是在保证电子产品性能的条件下，有效缩小芯片体积的保障。除此以外，防水，防尘，耐高低温等性能的要

求也多了。

附件 2：电子产品用涂料技术说明及 VOC 标准建议

1. 技术要求与可行性
电子产品用涂料，主要包括用于笔记本电脑、手机、可穿戴设备（如耳机、智能手表等）、智能家居以

及其它电子设备上，起到装饰及保护作用的涂料。电子产品用涂料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1. 装饰性涂料 (Decorative Coating)
2. 功能性涂料 (Functional Coating)
装饰性涂料 (Decorative Coating) 是指有颜色、光泽、手感的涂料产品，主要起到对电子产品的装饰作用。

大部分装饰性涂料，干膜厚度从十几到几十微米不等，大都采用压缩空气喷涂。按照不同涂层的分工来看，

分为底漆（primer）、色漆（basecoat）、清漆（clearcoat）以及单涂有色面漆（monocoat）等。而根据不同

的固化方式，又可以分为热固化和光固化两大类。其中，由于光固化涂料固化时间短，生产效率高，并且性

能优异，近年来在电子产品用涂料中的应用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功能性涂料 (Functional Coating) 一般是指没有颜色的涂料产品，主要起到防指纹、防眩光、防潮等各种功能，

一般多应用于透明底材之上，如正面玻璃屏幕、触摸板以及各种替代玻璃的透明工程塑料。功能性涂料干膜

厚度比较低，一般在几十到几百纳米之间，最高一般不超过 10 微米。从施工方式来看，功能性涂料多采用纳

米喷涂机喷涂、滚涂、淋涂等方式，所产生的可挥发有机物较少。按照固化方式分类，功能性涂料也同样可

以分为热固化和光固化两大类型，其中热固化产品多为无机涂料，并且干膜厚度在几十到几百纳米。而光固

化产品则多为有机涂料，干膜厚度一般小于 10 微米。

电子产品所用涂料的最大特点是，涉及底材极其广泛，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电子产品底材主要分为金属和

工程塑料两大部分。其中常用的金属底材主要包括：铝、镁及其氧化物合金，不锈钢，铜，锌，镍等金属，

而常用的工程塑料则主要包括：聚碳酸酯 (PC), 丙烯酸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 (ABS), 聚苯硫醚 (PPS), 聚对苯二

甲酸丁二醇酯 (PBT), 尼龙 (PA), 碳纤维 (CF) 以及 PC、PPS、PBT、PA 等材料与玻璃纤维的共混物。此外，为了同

时满足机械和电子性能，金属与工程塑料经常以共同成型 (co-molding) 的方式作为电子产品的底材。这也对电

子产品用涂料，特别是装饰性涂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同一涂料需要满足在不同的底材上面起到附着和装

饰的作用。因此，对电子产品用涂料而言，虽然涉及底材较多，但是并不需要按照这一方面对涂料做出区分。

2.  行业趋势
随着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触摸屏技术的覆盖面日益扩大，除了对光固化涂料的需求呈明显增长

之外，对功能性涂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同时，随着技术的越发成熟，电子产品涂料的干膜厚度也持续在下降，

这也对保护环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随着涂装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压缩空气喷涂，又有很多新兴

的涂装技术应用到电子产品涂料市场，比如纳米喷涂机，滚涂、淋涂的涂装方式，也进一步的减少了可挥发

有机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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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Basic Requirements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Safety Production 
in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Jiangsu Province>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Basic Requirements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Safety 
Production in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Jiangsu Province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Responsible Care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BASF, Eastman, Evonik, Merck, Solenis

Our activities:
RCC initiated to provide comments for policy makers on Nov. 19th, 2019
Group discussion between IPAC and RCC on Nov. 22th,2019
Draft position Nov. 22th, 2019
Group review at IPAC and RCC core team, Nov. 25-27th, 2019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Nov 29th,2019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Jiangsu provi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issued this basic requirements in October this year. 
Jiangsu province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to collect and handle safety production 
information to enhance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prevention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We fully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 to enhance safety management in chemical industry. But according to this 
requirements,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Jiangsu need to provide many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and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parameters. That is the most concerns from member companies. Based on 
members’ communications and discussions, we look forward to providing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 to improve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n this requirements on behalf of chemical 
industry. 

RCC initiated to give AICM comments to local government. With involvement of Beryl Ma, IPAC and RC 
leadership, two committees cooperated and developed AICM position paper. 

Comments Summary: 
3. We suggest that some key information request could be reconsidered according to enterprises actual 
situation and some affecting factors. We fully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 to enhance safety management 
in chemical industry. And we are willing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disclose, including Enterprise 
basic information, risk classification contro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information,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ation information, hidden trouble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ersonnel 
qualific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formation. But due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 secrets, we 
cannot provide some key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eg. ratio of reactive materials to ingredients, reaction 
kettle temperature, pressure, stirring speed.

4.We suggest that the detailed measure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need to be improved. 
We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s and  network attack considerations. So we suggest 
to clarify how to set u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nd safety protection setting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Jiangsu Provi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industrial parks.

尊敬的江苏省应急厅：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

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

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

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要求》）。

由于绝大多数 AICM 会员公司在江苏省境内投资有生产企业或其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企业，因此我们对此《要

求》内容十分关切。经过仔细研读，我们理解政府发此文的目的是以实现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全要素数字化管

理为目标，围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内容，建设集重

大危险源监控信息、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信息、企业安全风险分区信息、生产人员在岗在位信息和企业生

产全流程管理信息等于一体的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提供会员公司公开的信息。但我们对《要求》中的部分内容，本着助

力化工企业合理科学规划和安全管理为出发点，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对《要求》中需要提供的信息要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综合考虑因素进行重新设定。对于“4.2 数
据支撑层”我们 AICM 成员会配合政府收集企业基础信息、风险分级管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安全生产标准

化信息、隐患排查治理信息、人员资格与教育培训信息。

但对于“4.2 数据支撑层 危险化工工艺安全参数监测预警信息”， “7.1.2.1 实时数据采集 系统能够实现对可

燃及有毒有害气体、危险化学品储罐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工艺的温度、压力、液位、联锁投切信号等工艺参

数的实时数据”以及表“7.1.3.3 中要求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监测预警主要参数，包括反应物质的配料比、反

应釜温度、压力、搅拌速度等信息”，因涉及到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并且某些生产工艺技术受到国外技术

管制，会员公司与一些技术输出国签订技术保密协议，不得擅自对外公开。关于《要求》中需要提供的信息，

我们会员公司无法全部提供。

二、建议相应的后续应对措施以及应急管理要求也亟需完善。对于江苏省率先建设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

管理平台，我们会员公司会积极响应和支持。但由于《要求》并未明确如何架设、接入各公司的 DCS 系统的

细则以及相应的安全防护设置要求，会员公司需要评估相关的信息安全风险以及顾虑可能发生的网络黑客攻

击问题。

以上建议请政府相关监管部门本着企业主体责任的原则酌情予以考虑。

此致

敬礼 ！

AICM 
2019 年 11 月 29 日

联系人：霍立彬，高健，沈婷婷

手机：15810581356 / 13003131083 / 13918005300
Email:  Libinhuo@aicm.cn / Johngao@aicm.cn / tinashen@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祖冲之路 887 弄 83-84 号 304 室

AICM 对于《江苏省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
建设基本要求（试行）》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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