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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文件 
中石化联质发（2021）107 号 

 

 

关于召开 2021 中国责任关怀促进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要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

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国家。 

 责任关怀是石油化工企业关爱员工、关爱社会、履行社会责任、

树立良好形象的新发展理念，实施责任关怀是不断提升石油化工行业

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水平，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行动，践行责

任关怀体现了企业对持续改善安全环保水平的责任与担当，是贯彻落

实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 

 为推动全行业深入实施责任关怀，引导行业加强自律，推动企业

深入落实主体责任，激发和传递行业正能量，打造石油化工行业绿色、

安全发展的新形象，加快推进石油和化工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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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与 AICM 将会同行业内的有关组织，定于 2021

年 6月在南京共同举办 2021 中国责任关怀促进大会。会议同期将召开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会员代表会议。现将

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  

新阶段  新形象  新发展  新使命 

二、大会组织 

大会主办：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CPCIF）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 

    大会承办：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大会协办：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  

三、大会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1-23 日，6 月 21 日全天报名，21 日晚

召开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会员代表会议； 

    会议地点: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四

方城 2号，电话：025-84430888)。 

 四、大会内容 

本届大会为第九届中国责任关怀促进大会，会议将围绕“践行责

任关怀，推动行业高质量绿色可持续发展”、“加强社区沟通，增进

社企了解，提高应急水平，构建和谐社区”、“落实安全责任，高效

管控风险，科学排查隐患，提升本质安全”、“百家争鸣碳土资产，

合规提效增值创收”、“加强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和“推动责任关怀进校园，培养未来化工 HSE 复合型人

才”等主题 ,拟邀请工信部、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和国务院国资

委等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化工园区、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和中外知

名化工企业高层代表参会并做精彩演讲，解读有关法律法规、研讨目

前行业 HSE 方面热点和难点问题、分享践行责任关怀优秀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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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由主旨大会及责任关怀高层分论坛（闭门会）、社区认知和

应急响应分论坛、工艺（过程）安全分论坛、污染防治分论坛、化学

品安全管理分论坛和责任关怀人才培养分论坛组成，会后现场参观南

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和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主旨大会 

拟邀请工信部、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等有关

部委领导及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负责人到会指导并讲话；石化联合会

做大会主旨报告并发布 2020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责任关怀报告；

中石油长庆石化、万华化学和巴斯夫等优秀企业作践行责任关怀经验

分享。 

   （二）高层论坛 

本论坛为闭门会议，限受邀嘉宾参加。邀请央企、地方国企、重

点民营企业、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化工园区、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

的高层代表，围绕如何在全行业扩大责任关怀认知、推进责任关怀深

入实施，推动碳减排、资源循环利用和可降解材料的开发与应用，促

进责任关怀与 HSE 体系融合推广应用、责任关怀实施效果评估以及通

过践行责任关怀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提高企业 ESG 表现等内容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三）社区认知和应急响应论坛 

 本论坛以“加强社区沟通，增进社企了解，提高应急水平，构建

和谐社区”为主题，围绕如何做好社区沟通与管理，以引导社会大众

正确了解化工行业；如何持续提高企业的应急能力；如何及时有效开

展危机公关与舆情处置；数字化技术在应急响应中的应用；化学品运

输途中事故的应急反应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和分享。 

   （四）工艺（过程）安全论坛 

本论坛以“落实安全责任，高效管控风险，科学排查隐患，提升

本质安全”为主题，聚焦 EHS 实操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重点围绕如

何结合所有的 EHS 管理体系，如 ISO14001、45001，安全标准化、双

重预防机制等的要求，缓解企业工作负荷和减少重复工作问题、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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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导则中的疑惑、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及工艺安全要素等内容进行实践分享、交流与探讨。 

   （五）污染防治论坛 

本论坛以“百家争鸣碳土资产、合规提效增值创收”为主题，围

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解读、排查经验和治理技术，碳达峰、碳中

和知识介绍、碳资产管理以及实施路径，化工园区及石化企业如何应

对碳达峰、碳中和挑战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六）化学品安全管理 

    本论坛以“加强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故”为主题，围绕危险化学品监管要求与体系建设、企业化学品全价

值链安全管理实践、危险货物电子运单管理与现状、GHS 制度最新进

展及我国实施要求、企业产品安全管理实践、仓储企业安全高效管理

实践及实验室化学品安全管理策略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七）未来化工责任关怀人才培养论坛 

    论坛以“推动责任关怀进校园，培养未来化工HSE复合型人才”为

主题，将围绕责任关怀相关课程建设、教师团队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

话题，就化工专业人才可持续培养、未来化工专业人才责任关怀理念的

推广与实践、基于责任关怀理念的大学生安全素质教育研究、高职化工

专业群建设中融入责任关怀的探索与实践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五、会议费用及会务 

1、会议费（包括：会议费、资料费、餐费等）3000 元/人；以下

三种情况之一优惠至 2600 元：联合会会员及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委

员；同一单位 3人及以上参会；6月 15 日前在线缴费。 

2、住宿费：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会议报到酒店）：400 元/天、550 元/天。 

    南京军区东苑宾馆（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 8 号中山陵园风景

区，025-80891600）：380 元/天 

   (两酒店相距 490 米，步行约 9分钟） 

3、本次会议委托云南小木虫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承担相关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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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会注册、报名与缴费：  

请参会代表打开以下大会官网或者扫描会议二维码，进行注册报

名和缴费。 

    大会官网：https://cpcif-rcc.scimeeting.cn 

    大会二维码： 

 

 

 

 

 

 

5、会议联系人 

  CPCIF： 栾炳梅  18701421037  18701421037@163.com  

            李  威  15210834552  550460472@qqcom 

    AICM：  高  健  13003131083  johngao@aicm.cn 

            沈婷婷  13918005300  tinashen@aicm.cn 

  会务公司：郑  泽  15368064680（微信号同） 

            黄  鑫  13888595833（微信号同） 

 

附件：交通信息 

 

                                       

 

 

                                   2021 年 5 月 25 日 

 

 

 

mailto:lbm87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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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 

 
 

会议酒店地址：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四方城 2号） 
 

本届会议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南京南站、南京站均安排有志愿者及

大巴车服接机/站服务。请各位参会嘉宾在会议报名时填写准确的抵达时

间，会务组根据抵达时间定时定点安排大巴车接站。具体详细接站大巴车

发车时间表请及时关注会议官网。 

 

 飞机线路：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距  离：约 45 公里 

出租车：约 45分钟，打车约 143 元 

地  铁：约 2小时，票价 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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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铁 S1 号线（禄口机场站上车、南京南站 下车） → （站内换

乘）地铁 3 号线（南京南站  上车、大行宫站 下车） → （站内换乘）地

铁 2号线（大行宫站  上车、苜蓿园站 下车）→步行 1.5km 即是南京国际

会议大酒店。 

 

 火车路线： 

 线路一：南京南站——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距  离：约 17 公里 

出租车：约 35分钟，打车约 50元 

地  铁：约 1小时，票价 4元 

（1）地铁 3号线（南京南站 上车、大行宫站 下车） → （站内换乘）

地铁 2号线（大行宫站  上车、苜蓿园站 下车）→步行 1.5km 即是南京国

际会议大酒店。 

（2）地铁 1号线（南京南站 上车、新街口站 下车） → （站内换乘）

地铁 2 号线（新街口站  上车、苜蓿园站 下车） → 步行 1.5km 即是南京

国际会议大酒店。 

 

 线路二：南京站——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距  离：约 11 公里 

出租车：约 30分钟，打车约 35元 

地  铁：约 45 分钟，票价 4元 

（1）地铁 3 号线（南京站 上车、大行宫站 下车） → （站内换乘）

地铁 2号线（大行宫站  上车、苜蓿园站 下车）→步行 1.5km 即是南京国

际会议大酒店。 

（2）地铁 1 号线（南京站 上车、新街口站 下车） → （站内换乘）

地铁 2 号线（新街口站  上车、苜蓿园站 下车） → 步行 1.5km 即是南京

国际会议大酒店。 


	本届会议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南京南站、南京站均安排有志愿者及大巴车服接机/站服务。请各位参会嘉宾在会议报名时填写准确的抵达时间，会务组根据抵达时间定时定点安排大巴车接站。具体详细接站大巴车发车时间表请及时关注会议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