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文件

中化环协发 (⒛21)12号

关于召开第六届化工行业危险废物及废盐
处理处置论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由我会主办的
“
化工行业危废及废盐处理处置论坛

”
,

聚焦化工危险废物处置利用最佳技术、废盐无害化与资源化

解决方案,深入探讨国家危险废物管理的政策措施,协调解

决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过程的鉴别认定与标准制定等问题,是
化工环保领域专业性最强、影响力最大、关注度最高的论坛 ,

自⒛16年起 已连续成功召开了五届,得到了政府部门和行

业企业的高度认可。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持续推动化工危险废物与废盐安全处置和资源

化利用,我会与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将于 ⒛21年 4月 25-28日 在江苏省宜兴市召开
“
第六届化

工行业危废及废盐处理处置论坛
”,同 期举办化工环保技术

设各展示。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会议组织

指导单位: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中 国化工环保协会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



承办单位:中 国化工环保协会危险废物专业委员会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

二、会议内容

l、 政策解读。邀请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发改委和国

内权威专家介绍
“
十四五”

固 (危 )废 管理新思路、新要求 ;

讲解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危险废物分级分类

管理及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动态调整思路、危险废物环境

许可管理办法;介绍化工废盐环境管理思路和措施。

2、 鉴别标准。解读固体废物与危险废物鉴别系列标准 ;

介绍危废鉴别流程和方法及典型案例以及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标准体系。

3、 经验分享。邀请行业内典型企业和精细化工园区介
绍危险废物管理、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典型经验。

4、 解决方案。邀请国内外在危废处置及资源化领域具

有成功经验的龙头企业和精细化工园区介绍危险废物无害
化、资源化的最佳技术和典型案例,危废集中处置、协同处

置运营模式,提供企业急需的危险废物解决方案。

5、 废盐治理。专题研究化工废盐处理及利用途径,介
绍废盐水的净化技术和资源化利用成功案例。

6、 专题研究。研究讨论生态环境部委托编制的化工废
盐、废酸、废催化剂、废包装物环境管理指南以及相关处理

处置规范和综合利用标准,以规范化工行业的废物管理。
7、 展览展示。设立专门场地展示在行业内应用成功的

有机废水治理、废盐危废处置、检测技术及装各。

论坛同期将召开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
会;中 国化工环保协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会议暨精细化工

行业环保论坛;化工危险废物联合工作组会议暨中国化工环
保协会危废专业委员会会议。

三、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⒛21年 4月 25-28日 ,4月 25日 下午-26日

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江苏宜兴富力艾美酒店,地址:宜兴市阳羡

东路 450号 ,电话:0510司 7198888。

由于此次会议参会代表多,会议酒店房间有限,本次会

议还选择维也纳酒店 (距离会议酒店 300米 ,步行约 5分钟 )

作为会议配套酒店。

四、参会人员

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门领导及有关专家;化工

园区,大型企业集团,有 关石油石化、煤化工、氯碱、无机

盐、合成树脂、精细化工、农药、染料、涂料、医药、助剂、

及化工中间体等行业企业环保负责人和代表;有关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单位代表;有关专业协会、地方协会代表;环保技

术、设各单位代表;有关新闻媒体代表。

五、会议费用

参会会议费 2800元 /人 ,中 国化工环保协会会员单位、

协会各专委会委员单位会务费 2500元 /人 ,包括:会务费、

资料费、场地设各费、餐费等。如需提前汇款,请汇至如下

账号 :

单位名称:中 国化工环保协会

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铺炕支行

银彳亍巾长→手: 0200022309014荃 19607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 刚 1316ll48254、 徐晓莉 15611463296

周 波 15210250479、 孙丰阁 13501349802

010-84885227

hb~cpcif@163。 com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

传

邮

地

七

真

箱

会议报名

16-号
ˉ521 室 , 100723



1、 请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表 ,

电子邮件 (word版 )至协会秘书处 ,

并于 4月 12日 前发送

以便会务安排。

3、 网上 报名 请 登 录 中国

http∶ //www。 ccicpa。 org。 cn

附件 ⒈ 参会回执表

附件 2∶ 乘车路线

附件 3∶ 会议日程 (暂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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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⒈

注:1、 此电子版回执可从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网站下载。
2、 住宿要求请选择

“
单住

”
或

“
合住

”,并注明入住 日期和退
房日期。如不住宿,请在各注中注明。

3、 代表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由于此次会议参会代表多,

会务组将根据需要进行调配安排。宜兴富力艾美酒店,单标间 (含早 )

380元 ;维也纳酒店 (宜 兴万达广场店),单标间 (含早)258元 。
4、 请参会代表填好回执表,并于 4月 12日 前发送 word版格式

电子邮件至秘书处邮箱 hb cpcif@163.∞ m,以便会务安排。
5、 联系人:熊梅,010-84885227,15981702402。

注:会议费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请务必填写全部发票信患 ,

增值税普通发票只填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即可。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入住酒店 富力艾美酒店□  维也纳酒店 (宜 兴万达广场店)□

姓  名 职 务 座 机 手 机 E—mail 住宿要求

□单 □合

□单 □合

□单 □合

□单 □合

入住日期:4月 ~~日 至~日 ;退 房日期:4月  日

各注 :

增值税 (普通□ 专用口)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 号



附件 ⒉

乘车路线

名称:宜 兴富力艾美酒店

地址:宜 兴市阳羡东路 450号

电话: 0510-87198888

维也纳酒店 (宜 兴万达广场店)距离宜兴富力艾美酒店 300米 ,

步行 5分钟。

各城市到达宜兴 :

南京 :

1.南 京禄口机场:乘坐机场大巴至宜兴城南客运中心 (约 90分

钟)换乘出租车到达酒店 (约 15元 )或乘 107、 102、 1l4、 11o公交

车到达酒店 ;

2.南 京南站至宜兴高铁站 40分钟到达,换乘出租到达酒店 (10)

元左右);或乘车公交车 107/114/104直达酒店。

上海 :

上海虹桥站至宜兴高铁站 2小 时 25分钟

杭州 :

杭州东站至宜兴高铁站 47分钟

宜兴高铁站乘车路线 :

宜兴高铁站 (距 酒店 9.7公里)至酒店出租车 16分钟,起步价

10元 ;

宜兴高铁站(距酒店 9.7公里)至酒店公交车 107/114/104直 达 ;

宜兴高铁站(距酒店 9.7公 里)至酒店滴滴打车经济型 6.5元起。



附件 ⒊

会议日程 (暂定 )

(⒛21年 4月 犭~⒛ 日)

时 间 会 议 日 程

4月 25日 下午

-26日 全天
代表报到

4月 26日 下午

14:00-18∶ oo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精细化工专委会会议暨精细化工行业环保

论坛

4月 26日 下午

1茌 :00一 18:oo

化工危险废物环境治理联合工作组会议暨中国化工环保协会

危废专业委员会会议

4月 26日 晚上

19∶ 30-21∶ oo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第五届七次理事会

4月 27日 上午

8:30-12:oo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化工行业危险废物

及废盐处理处置论坛

4月 27日 下午

14:00-18:oo
化工行业危险废物及废盐处理处置论坛

废盐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与协同处置

:危险废物标准与鉴别检测

论坛四:化工固体废物与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论坛

危险废物相关标准解读、讨论

论土云
.
~
睨

~
漩

4月 28日 上午

8:30-12:oo

4月 28日 上午

8:30-12∶ oo

4月 28日 上午

8:30-12:oo

4月 28日 上午

8:30-12:oo

4月 28日 下午

l4:00-18: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