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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天津南港工业区召开2019年度责任关怀报告发布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责任关怀年度报告公开披露机制，集中展示 2019年工业区在

开发建设过程中践行责任关怀的工作成效，推动责任关怀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7

月 15日，南港工业区组织召开 2019年度责任关怀报告发布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会议采取主会场与外阜人员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会议邀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AICM、上海化学工业区企业协会、南京江北新材料

园、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及其他重点园区代表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发布会；经开

区管委会党委常委马建军等园区有关领导、南港责任关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

园区 29家企业代表在主会场参加了会议。 

 

会上，党委常委马建军致发布辞；南港应急局发布《天津南港 2019年度责任

关怀报告》；中石化天津 LNG、渤化发展、中沙石化、法液空、亨斯迈、东邦铅资源、

旭成电子、海丰涂料、金九强新材料、金刚化工、新阳化工等 11家企业代表进行

公开承诺并向马建军常委递交《责任关怀承诺书》，自愿承诺践行责任关怀；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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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天津 LNG作为新承诺企业代表做表态发言；壳牌润滑油作为已承诺企业代表分享

了实践经验。 

 

会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推荐责任关怀工

作领先的三家化工园区上海化学工业区企业协会康晖秘书长、南京江北新材料园管

理办公室曹明华副处长和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凌建

东受邀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分享了他们开展责任关怀工作的优秀经验及取得的成果。

副秘书长栾炳梅通过视频连线参会并致辞，她充分肯定了南港工业区责任关怀工作

所取得成就，并希望园区再接再厉，充分吸纳上海、南京和常熟等其他园区开展责

任关怀工作的优秀经验，把责任关怀工作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一是通过“园

区引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区互动”原则，有序开展责任关怀工作；二是希

望园区把责任关怀工作纳入园区的转型发展战略和推动园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通过落实制度、组织支持和经费保障，深入做好责任关怀各项工作。第三，

希望园区协同企业积极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结对帮扶和责任关怀志愿者服务等活

动，加强与周边社区的良性互动，提高社会参与度与公众对石油化工的认知度，把

责任关怀工作做到实处。AICM责任关怀高级经理高健也通过视频连线参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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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天津南港 2019年度责任关怀报告》是南港工业区连续第九年公开向社

会发布的责任关怀年度答卷，旨在向公众呈现南港工业区 2019年度在社区认知和

应急响应、储运安全、工艺安全、安全保卫、生态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获得

的成果。下一步南港工业区将结合自身实际，在充分汲取其他园区推行责任关怀工

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责任关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

提升园区 HSE绩效，推动园区绿色可持续发展。 

 

2020 乌达工业园责任关怀暨卡博特公众开放日启动仪式举行 

      

7 月 16 日上午，以“践行责任关怀，构建双重预防机制”为主题的 2020

乌达工业园责任关怀暨卡博特公众开放日启动仪式在卡博特乌海工厂举行。卡

博特公司资深副总裁、全球高性能材料业务总裁、亚太区总裁朱戟，乌海市委副书

记、乌海市长唐毅等莅临活动现场，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副会长、责任关怀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周竹叶远程视频致辞，支持此次活动并宣传责任关怀理念。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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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自政府、社区、媒体、友邻企业及学生代表等约百位嘉宾参与活动。会后，内

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和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

公司等 21 家企业签署了责任关怀承诺书，公开承诺实施责任关怀。 

    周竹叶副会长在致辞中指出，为在西部地区广泛推行责任关怀理念，提升西部

地区的 HSE 管理水平，在 ICCA 与 CPCIF 共同制定的“2018-2020 责任关怀三年

行动计划”中，将西部园区和企业推行责任关怀工作列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希望乌

达园区以此为契机，立足园区实际，秉承“务实创新”的思路做好推进工作。 

朱戟在致辞中表示，卡博特希望通过分享自身在责任关怀方面的最佳实践经

验，倡导上下游价值链上更加重视责任关怀工作的必须性和可行性，共同谋求行业

及社会的未来和可持续发展。 

唐毅市长在致辞中指出，公众开放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的有力体现，希望参加活动的企业

家和来宾朋友们可以相融互促、互学互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将责任关怀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中，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启动仪式后，来自相关部门、社区、媒体、友邻企业等的近百位嘉宾现场参观

了卡博特乌海工厂，了解卡博特在践行责任关怀、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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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卡博特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卡博特崇尚的的核心价值。我

们希望通过公众开放日的形式，将行业领先的化工企业展现在大家面前，与公众分

享更多化工行业的正面形象、先进性和必要性及在推动所在区域、行业上下游可持

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卡博特乌海工厂总经理江毕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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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卡博特工厂的印象特别好，企业管理、工作环境、责任关怀很值得我们

去学习，之后会与他们交流实践经验和技术，达成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共同推进

企业、园区绿色可持续发展。”佳瑞米总经理刚宏辉说。 

 

农药协会举办第九期中国农药行业 HSE 培训班 

2020年 9月 20-21日，农药工业协会在浙江绍兴举办了第九期中国农药行业

HSE培训班（颖泰论坛），来自农药协会责任关怀联盟成员等农药企业的 HSE管理

人员、安全和环保工程师、生产相关人员等 200多人参加了培训。AICM责任关怀主

席肖利 ICCA.RCLG成员单位陶氏化学亚太区 EH＆S运营总监张生桥等应邀参加了会

议，中国石化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栾炳梅应邀到会讲话。 

     

栾炳梅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石油化工行业自 2002年组织推动责任关怀工作以

来开展的重要工作，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了今后重点推进的责任关怀工作，同时表

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领导历来很重视责任关怀工作，是早期组织启动责任关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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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专业协会之一，是唯一一个成立责任关怀组织的专业协会，并有专人负责责任

关怀工作，唯一一个连续两次荣获中国石油化工行业责任关怀最佳组织单位的专业

协会，唯一一个发布责任关怀年度报告的专业协会，作为国内责任关怀工作的组织

者、推动者，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将积极支持农药工业协会责任关怀工作的开展，

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并同他们一道，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环保和职业

健康绩效，助力农药行业责任关怀工作结出丰硕的成果，成为行业践行责任关怀的

示范者和引领者，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和谐友好的社区环境，推动农药行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培训会上，来自江苏长隆农化有限公司分享了企业践行责任关怀的实践经验；

先正达、巴斯夫、陶氏化学、空气化工、迈图、深圳市金乐道等中外企业的专家对

与会代表进行及 HSE方面的专业培训。 

 

 

乌海乌达园区开展责任关怀培训 

为了推动园区责任关怀工作的落实与深入实施，9月 22-23日，乌海市乌达工

业园对新签署实施责任关怀承诺书的 21家企业开展了责任关怀培训工作。本次培

训主要由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卡博特恒业成公司的有关责任关怀资深专

家担任培训讲师，园区管委会相关领导和承诺企业的有关负责人约 30人参加了培

训。 

    本次培训中，石化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栾炳梅从责任关怀理

念、责任关怀六项准则、实施责任关怀的必要性、如何实施责任关怀、责任关怀在

中国石化行业的实践、目前面临的挑战等做了介绍，使与会人员对责任关怀有了系

统性了解，对企业今后开展责任关怀工作提供帮助。 

   卡博特中国责任关怀经理、卡博特恒业成公司副总经理韩建国分享了卡博特实

施责任关怀的实践经验，卡博特恒业成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负责人王国军介绍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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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承包商进行安全管理的实践经验，使与会代表了解了如何把责任关怀工作与企

业 HSE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推动责任关怀工作深入实施。 

 

 

 

 

 

 

 

 

 

 

 

 

 

 

扬州化工园区对部分企业开展责任关怀培训辅导 

    2020 年 11 月 10 至 12 日，应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委托，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塞拉尼斯、上海华谊、中信港口等单

位的专家以及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责任关怀专员对园区内江苏扬农锦湖化工、南京

港和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领导及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开展

了责任关怀培训辅导。 

    黄云子专员从责任关怀理念的定义、产生背景、责任关怀价值、特征、实施

原则、全球宪章六个要素，六项实施准则和责任关怀的具体实施程序等进行系统性

介绍，使与会人员较为全面的了解了责任关怀理念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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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之后，专家们对照责任关怀实施准则评估表中的总体要求、社区认知和应急

响应、储运安全、污染防治、工艺安全、职业健康安全和产品安全监管七个方面的

各项内容，结合企业的 HSE工作，逐条与企业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与辅导，对企

业做的到位的方面加以肯定，对不符合责任关怀实施准则要求的条款提出改进意见

和建议，同时让企业认识到 HSE工作是责任关怀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拓宽 HSE工作

外延的基础上，使 HSE工作与责任关怀体系有机融合，从而增强了企业做好责任关

怀工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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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次责任关怀培训与辅导，让企业充分认识到了践行责任关怀的重要意义，

以及如何在 HSE工作的基础上做好责任关怀工作，让企业认识到，责任关怀并不仅

仅是一个口号，也并不需要额外投资，而是 HSE工作的延伸，并且做好责任关怀工

作既能进一步提高 HSE管理水平，改善企业与周边公众的关系，构建良好的营商环

境及和谐友好的社区环境，又能不断提高企业形象，最终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成立 

    为推动园区责任关怀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11月 10日，南京

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正式成立了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设有责任关怀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责任关怀工作委员工作组、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专家组三个小组。

科技园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工会联合会主席徐云峰担任主任，科技园工会

联合会副主席葛新泉担任副主任。 

 

 

 

 

 

 

 

 

 

        

    徐云峰表示，希望园区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能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依

托责任关怀实践基地，通过与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的合作，推动责任关怀工作实现全

覆盖，全面提升科技园责任关怀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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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科技园已与 46家社区或学校分别签订了结对协议书，有 46家园区

企业实施责任关怀承诺。 

    至此，除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还有上海化学工业园区、重庆长寿经开

区、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区、扬州化学工业园、常州滨江经开区、镇江新材料产业园

和如东洋口化学工业园共八个化工园区分别建立了企业协会、责任关怀协会、责任

关怀专委会等责任关怀组织，这些责任关怀组织的建立，为推动园区责任关怀工作

有序深入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上海化工区举办 2020年度责任关怀消防运动会 

    11月 27日，上海化工区责任关怀社区认知与应急响应评估导则发布仪式暨

2020年度责任关怀消防运动会在赢创消防站顺利举办。上海化工区管理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区工会主席李庆红、消防救援支队长刘文洪、责任关怀委员会主任、赢创

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金秋博士、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CPCIF）

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栾炳梅、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ICCA）责任关怀中国

专员黄云子、AICM政府及产业事务及责任关怀高级经理高健、区内企业代表等出席

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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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上海化工区责任关怀社区认知与应急响应评估导则首次发布。导则

由上海化工区责任关怀社区认知与应急响应工作组组长单位巴斯夫牵头编写。导则

的编制和发布是为了帮助企业认清自身在责任关怀方面的进展情况和尚需推进的

工作，希望能以建立自我评估标准体系的方式，改善整个企业在责任关怀方面的绩

效，为深化和完善化工区责任关怀工作提供支撑。 

     本次责任关怀消防运动会作为上海化工区责任关怀社区认知与应急响应小组

年度活动，邀请了来自 15家区内企业的参赛队伍，共同开展以消防安全为主题的

运动比赛项目。此外，为了向周边居民与师生普及消防知识、提高整体意识、提升

应急能力，积极履行化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还邀请到临海村的居民与华东理工大

学、应用技术大学的师生前来观摩比赛，部分居民还参与了油盆灭火的趣味体验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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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消防运动比赛，展示了企业消防员专业风采，进一步强化上海化工区内各

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灭火救援和消防安全管理能力，从而助推上海化工区

责任关怀工作，助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化工产业集群！ 

 

《化工园区责任关怀实施指南》团体标准编写研讨会在线召开 

12月 2日下午，经过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上海化工区企业协会的精心

准备，《化工园区责任关怀实施指南》团标编写第二次研讨会在“腾讯会议”上以

视频形式召开，会议由石化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栾炳梅主持，标准

主编单位企业协会会长周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主编单位上海化工区企业协会介绍了在第一次研讨会基础上修改完善后

的团标框架，各参编单位就编写框架的结构域内容、编写进度和任务分工进行了讨

论，并初步确定了编写的流程和时间计划，为后续开展标准编写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石化联合会责任关怀委员会、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上海化工区企业协会、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天津南港工业园、长寿经开区、南京

科技职业学院、大金氟化工相关人员及团编委相关专家均参与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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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关怀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完美收官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CPCIF）于 2017年正式加入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

责任关怀领导工作组（ICCA RCLG）, 并与 ICCA年共同制定了责任关怀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以进一步推动责任关怀工作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开展。该行动计

划确定了 CPCIF 及 ICCA.RCLG 各自所做的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ICCA .RCLG 方面应

提供的支持：为 CPCIF提供具有责任关怀计划经验的责任关怀专员，作为借调职位；

为龙头企业提供责任关怀方面的定期指导；协助中国制定责任关怀计划，对责任关

怀评审培训等进行指导，并派员参加活动；对推动中国责任关怀项目的实施提供资

金和实物支持；ICCA协助制定一个审核体系：包括自我评估，同业评审和第三方审

核体系等。CPCIF 方面应完成的工作：CPCIF 每年至少一次派员参加 ICCA RCLG 会

议；动员行业内重点企业领导帮助促进责任关怀计划在中国的发展；根据 ICCA 手

册指南，制定中国 RC标志使用办法；每年制定详细的 RC实施计划，包括责任关怀

工作委员会及九个工作组的活动计划；完成责任关怀年度报告的编制；推进化工园

区责任关怀工作等。 

    三年来，在相关领导的关心支持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虽然在 2020 年受

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是，三年行动计划所订立的任务到 2020 年底已经基本完

成，该行动计划的制定，对推动我国责任关怀工作深入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

2021年到来，责任关怀 2021-2023新的三年行动计划即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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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年签署责任关怀承诺书单位名单 

 

    2020年，共有 81家单位签署了责任关怀承诺书或责任关怀全球宪章，其中企

业 74家，园区 7家，具体名单如下： 

企业： 

天津南港工业园（11家） 

天津旭成电子有限公司                   金刚化工（天津）有限公司 

液化空气（天津）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天津新阳有限公司 

天津东邦铅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天津金九强新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海丰工业涂料有限公司               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中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亨斯迈复合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10家）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诺奥新材料有限公司               

梅塞尔气体产品（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齐东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汇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凯米拉化学品（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胜科水务有限公司                   南京海昌中药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18 家） 

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江苏多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金陵海虞热电有限公司               常熟一统聚氨酯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第四制药厂有限公司                 江苏华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绿安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熟瑞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常熟恩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世名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常熟市优德爱涂料有限公司               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新特化工有限公司                   常熟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欣福化工有限公司                   三爱富（常熟）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华道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和创化学有限公司 

镇江新材料产业园（10 家） 

镇江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巴斯夫造纸化学品（江苏）有限公司 

镇江南帝化工有限公司                   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普源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东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                   托尔专用化学品(镇江)有限公司 

索尔维（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           科莱恩特殊化学品（镇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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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海乌达工业园（21 家）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美方能源有限公司             

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限公司         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佳瑞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源宏医化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利康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       乌海阳光炭素有限公司               

乌海市博海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宏宇化工有限公司             

乌海市津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乌海市兰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金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亿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乌海市欣业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公司泰达制钠厂   

园区污水处理厂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业） 

乌海市汇丰硅电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企业（4 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石化分公司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园区（7 家） 

烟台化学工业园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乐陵市循环经济示范园 

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 

汶上化工园区 

寿光侯镇化工产业园 

寿光羊口化工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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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绿色发展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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