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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预警】

ECHA 提议 15 项 SVHC 物质加入 REACH 授权清单
赫尔辛基 7 月 2 日消息，ECHA 向欧盟委员会提议将第六批 15 项 SVHC 物质
加入 REACH 授权清单。
第六批拟进入 REACH 授权程序的 15 项物质详情如下：
序号

物质名称

CAS 号

EC 号

溴代正丙烷
1

1-bromopropane (n-propyl

106-94-5

203-445-0

605-50-5

210-088-4

bromide)
2

邻苯二甲酸二异戊酯（DIPP）
Diisopentylphthalate

SVHC
属性

主要用途

生殖毒 用作蒸汽脱和表
性
生殖毒
性

面清洗的溶剂

增塑剂

邻苯二甲酸二（C6-8 支链）烷基酯，
富 C7 链（DIHP）
3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71888-89-6

276-158-1

68515-42-4

271-084-6

84777-06-0

284-032-2

di-C6-8-branched alkyl esters,

生殖毒
性

增塑剂

C7-rich
邻苯二甲酸二（C7-11 支链与直链）
烷基酯（DHNUP）
4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di-C7-11-branched and

生殖毒
性

增塑剂

linear alkyl esters
支链和直链 1,2-苯二羧二戊酯
5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dipen-tylester, branched
and linear

1

生殖毒
性

增塑剂

6

7

8

9

邻苯二甲酸二甲氧乙酯
Bis(2-methoxyeth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二戊酯(DPP)
Dipentyl phthalate
邻苯二甲酸正戊基异戊基酯
N-pentyl-isopentyl phthalate
蒽油
Anthracene oil

117-82-8

204-212-6

131-18-0

205-017-9

776297-69-9

-

90640-80-5

292-602-7

生殖毒
性
生殖毒
性
生殖毒
性

增塑剂

增塑剂

增塑剂

致癌

用于涂料、油漆、

PBT

防水材料、密封

vPvB

胶
用作涂料、油漆、

10

高温煤焦油沥青
Pitch, coal tar, high temp

65996-93-2

266-028-2

致癌

粘合剂和密封剂

PBT

的防腐剂；用作

vPvB

泥制飞靶的粘合
剂

4-壬基（支链与直链）苯酚
11

4-Nonylphenol, branched and

内分泌 用作矿业的浮选
-

-

干扰

药剂；用在涂料

linear, ethoxylated

和乳液聚合
纤维素绝缘、冶

12

硼酸

10043-35-3

233-139-2

生殖毒

Boric acid

11113-50-1

234-343-4

性

金、胶粘剂、建
筑材料、涂料、
洗涤剂、耐火材
料、化肥
纤维素绝缘、冶

13

无水四硼酸钠
Disodium tetraborate, anhydrous

1330-43-4
1303-96-4

215-540-4

12179-04-3

生殖毒
性

金、胶粘剂、建
筑材料、涂料、
洗涤剂、耐火材
料、化肥
纤维素绝缘、冶

14

三氧化二硼
Diboron trioxide

1303-86-2

215-125-8

生殖毒
性

金、胶粘剂、建
筑材料、涂料、
洗涤剂、耐火材
料、化肥
纤维素绝缘、冶

水合四硼酸钠
15

Tetraboron disodium heptaoxide 12267-73-1

235-541-3

hy-drate

生殖毒
性

金、胶粘剂、建
筑材料、涂料、
洗涤剂、耐火材
料、化肥

一经欧盟委员会批准，以上 15 项 SVHC 物质将加入 REACH 授权清单，
届时，企业如要使用这些物质，将需要向 ECHA 申请授权。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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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市环保局发布“2014 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
6 月 9 日，宁波市环保局发布了“2014 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现将
相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2014 年度宁波市参加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共 882 家企业，其中：91 家评为
环保诚信企业（绿牌）；595 家评为环保良好企业（蓝牌）；125 家评为环保警示
企业（黄牌）；71 家评为环保不良企业（红牌）。
二、882 家企业中涉及我会企业的有 18 家。
其中评为环保诚信企业（绿牌）的有 2 家为：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
其中评为环保良好企业（蓝牌）的有 15 家为：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公司
宁波中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宁波现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大达化学有限公司
宁波顺泽橡胶有限公司
浙江久而久化学有限公司
宁波龙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新福钛白粉有限公司
东洋佳嘉（宁波）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镇洋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大红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新福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人建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四明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华清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其中评为环保警示企业（黄牌）的为：
宁波市求是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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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为连续 2 年保持绿牌的宁波巨化化工科技公司、宁波德泰化学公司
点赞，他们不愧是行业内环保工作的榜样和标杆：衷心希望 15 家蓝牌企业更上
一层楼，把企业环保工作做的更好更扎实；期待黄牌企业高度重视、认真整改，
全力塑造企业环保新形象。
（化贸秘）

【协会工作】

2015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2015 年上半年在市经信委和市贸促会的正确领导下，我会继续坚持“服务立
会、服务办会、服务兴会”指导思想，在展览服务、贸促服务、培训服务、技术
服务、信息服务、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现将主要工作简要总结如下：
一、展览服务：
1.2015 年初，我会通过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等多
种渠道，经认真筛选，收集到适合我会员企业的国内、外 2015 年主要化工展览
计划 24 项，并于 1 月份书面发至各会员企业，由大家自主选择、自愿参展。
2.积极参与“2015 中国（宁波）国际新材料科技与产业博览会”的筹备工
作。该博览会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定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在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划分 5 个展区，展出面积 3 万平方米，同时配套举办
2015 中国（宁波）新材料与产业化国际论坛等 5 场活动。我会为该博览会的执
行承办单位之一，主要负责博览会的招商、招展工作等。
二、贸促服务：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纵向主动对接、横向联合互动”行之有效的方法，努
力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贸促服务。上半年组织的贸促活动影响较大的主要有：6
月 10 日由宁波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商协会投资贸易对接
洽谈会”，我会组织宁波人健医药化工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20 余人参会。通过
洽谈会拓宽了企业视野，提高了企业知名度，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商机。
三、培训服务：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上半年我会举办和参与的相关培
训项目有 4 期：一是 3 月 27 日组织参培市贸促会举办的“进出口税收政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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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二是 5 月 5 日我会主办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实务培训班”；三是 5 月 15
日“进企业、送培训”，到宁波天源科技公司，为其全体员工举办 “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培训班”；四是 6 月 5 日组织参培市质协举办的“ISO9001：2015 版新标
准培训班”。上述 4 期培训，参训企业共有 42 家次，人员达 74 人次。4 期培训
班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某企业王总所说：“培训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听
后很受启发”。
四、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需要，也是协会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上半年我
会在技术服务方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 4 月 1 日召开宁化贸技术专家委员会
工作会议，总结回顾支会去年技术服务工作，并吸纳叁名新委员，扩大技术专家
队伍，同时制订宁化贸技专委 2015 年工作计划；二是携企业与宁波诺丁汉大学
理工学院进行项目技术对接，目前我会与宁波诺丁汉大学理工学院的技术合作
（交流）项目正在深化、细化之中。
五、信息服务：
1、2006 年我会创办的“宁波化工贸促信息”期刊，至今已出 54 期，内部
共发行 5600 余份、起到了宣传政策、传递信息的作用，架起了我会联系会员的
桥梁与纽带。
2、全面改版“宁波化工贸促网”，
（网址 www.nbcitp.net）配套建立企业信
息员队伍，配备专职信息员，做到网站信息“天天更新”，信息量不断增加，点
击率逐月上升。截止 6 月 25 日，点击率已突破 122 万次。据台账，上半年我会
网站发布各类信息共 2325 条，其中：原创信息 77 条。
六、加强自身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提升支会服务能力的需要，上半年我会在
加强自身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 1 月 22 日召开支会五届五次理事会，
贯彻中组部（2014）11 号文件精神，统一思想决定支会提前换届；二是 2 月 13
日召开支会第六届会员大会暨六届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章程修改及选举产生支会第六届新班子和首届监事会，顺利完成支会换届；三是
召开一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制度和制定 2015 年监事会工作计划。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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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召开一届二次监事会会议
5 月 29 日上午，我会一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在支会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
有：监事长王得道、监事丁示波、杨薇薇（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
章程规定），汤鸿秘书长和张华生顾问列席会议。会议由王得道监事长主持。会
议主要内容：
一、初审支会监事会制度，日后提交会员大会审议通过；
二、商定 2015 年支会监事会工作计划；
三、通过听取汇报与认真查阅文件与相关资料，对今年 2 月 13 日换届大会
的候选人推荐、选举程序、选举办法、报批手续、备案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对
我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秘书长及宁化贸技术专家委员会任职人员的工作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对我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分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大家一
致认为：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的支会第六届会员大会暨六届一次理事会资料齐
全，手续完备、操作规范；支会第六届新班子对支会工作重视、支持；宁化贸技
专委活动贴近企业、成效明显、颇受企业欢迎；支会内部机构设置合理、分工明
确、运行正常。
（化贸秘）

新老会长赴京对接相关国家级协（商）会
6 月 16 日，我会老会长、宁波石化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席伟达携我会新会
长宁波洪大进出口公司董事长袁俊杰，专程赴京对接相关国家级协（商）会。中
国石化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俊贵，中国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继刚接待了席伟达副主任与袁俊杰会长。袁会长向他们通报了我会换届的
概况，并就日后双方的继续合作事宜进行了认真的商洽。
（化贸秘）

陪同美国杜邦公司客人考察宁波石化开发区
6 月 25 日，应来访的美国杜邦公司研发总部技术专家 Lorenzo Ferrante
博士一行四人要求，我会张华生顾问陪同他们考察了宁波石化开发区。石化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席伟达、投资合作局副局长金知微等接待了 Lorenzo Ferr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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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一行，并向美国客人介绍了开发区的概况、规划及相关政策等，同时双方还
就合作事宜进行了初步的商洽。
（化贸秘）

我会组织企业参加“ISO9001：2015 版新标准培训班”
6 月 5 日，市质协“ISO9001：2015 版新标准培训班”，在宁波云海宾馆举
办。参加培训班的有市相关企业的领导及质量（检）部门负责人等共 300 余人。
我会组织宁波现代精细化工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 20 余人参培。培训班主讲人为宁
波赛宝认证中心刘伟明老师，刘老师从 ISO9001：2015 版新标准开讲，详细解析
了新旧标准的对比、差异，标准的顺利转换及多体系的有效融合等，使大家对
ISO9001：2015 版新标与新旧标准的转换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化贸秘）

我会组织企业参加“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协商会投资贸易对接洽谈会”
6 月 10 日下午，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市贸促会承办的“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协商会投资贸易对接洽谈会”，在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举办。出席洽
谈会的有：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孝国、浙江省贸促会副会长黄小杭与来自
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波黑等中东欧国家的 12 个商会及企业代表，河南省、
青岛市等全国各地贸促会及企业代表 250 余人参加会议，我会组织宁波人健医药
化工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 20 余人参会。会议由市贸促会会长顾正为主持。
会议主要议程：
一、施孝国副主任、黄小杭副会长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商会联合会欧方秘
书长米查波兰斯基分别致辞。
二、中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三、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政府官员与机构发布经贸投资项目。
四、中外企业进行投资贸易对接洽谈。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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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组织企业参加“连云港—宁波企业对接交流会”
6 月 16 日上午，“连云港—宁波企业对接交流会”在宁波大酒店召开。出
席交流会的有：市贸促会副巡视员、秘书长赵大方，会务联络部部长徐威东，连
云港市贸促会副会长王之祥、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东亮、
江苏方洋集团公司副总裁谢晓林一行及宁波相关企业代表共 20 余人。我会宁波
现代精细化工公司等 6 家企业 7 人参会。
会议主要内容：
一、市贸促会副巡视员、秘书长赵大方致辞；
二、王东亮副主任介绍连云港示范园区投资环境与相关优惠政策；
三、连云港—宁波企业对接交流；
（化贸秘）

【会员风采】

我会 6 家企业上榜 2015 宁波市百强企业
7 月 16 日下午，宁波市企业家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在南苑饭店召开隆重的
颁奖典礼，发布了 2015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2015 宁波市制造业百强企业、2015
宁波市服务业百强企业和 2015“宁波•竞争力”百强企业名单。我会 6 家会员企
业榜上有名，其中：远大物产集团公司、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公司、日出实业集
团公司被评为“2015 宁波市综合百强企业与 2015 宁波市服务业百强企业”；宁
波新福钛白粉公司、宁波巨化化工科技公司荣登“2015 宁波市制造业百强企业”
榜单；宁波德泰化学公司、宁波巨化化工科技公司跻身 2015“宁波•竞争力”百
强企业。同时，宁波巨化化工科技公司周强总经理还获得“第十四届宁波市优秀
企业家”殊荣。
（化贸秘）

波立华植物提取技术公司获得 2014 年度转型升级奖
日前，宁波立华植物提取技术有限公司获得由宁波石化开发区颁发的 2014
年度转型升级奖。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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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巨化公司参加市第六届应急技能大赛
6 月中旬，宁波巨化公司参加了宁波市第六届危化企业员工应急处置技能
大赛。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 30 支危化企业代表队齐聚一堂，开展为期一天
的应急技能激烈角逐。本次大赛也是宁波市“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周”开展的一
项重要活动。
宁波巨化公司代表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参加本次大赛，油桶灭火和化
工救援应急急分别取得了宁波市应急处置单项第二名和第四名的成绩。该公司将
以此为契机，广泛推广应急处置技能训练，提高全员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宁
化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使应急处置技能培训逐步成为公司安全应急管
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品牌。
（化贸秘）

宁波石化开发区管委会积极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月活动
自 6 月 1 日起，宁波石化开发区管委会积极响应宁波市第八个节能宣传月
“低碳节能，践行有我”的号召，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节能宣传月活动，通过悬挂
节能宣传标语、发送节能公益短信、利用电子屏滚动播出节能小窍门、及机关内
部节能大检查等形式开展多样的活动，同时在“全国低碳日”期间，通过停开空
调和关闭公共区域照明等方式开展能源紧缺体验，机关办公人员通过减少办公设
备待机能耗和纸张消耗、乘坐公共交通等方式践行节能减排。
通过此次节能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培养了干部职工节能低碳的良好行为习
惯，营造了“节能减排、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发挥了公共机构在社会节能中
的表率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化贸秘）

大榭国地税领导一行莅临宁波远大物产集团公司考察
7 月 3 日，大榭国地税领导一行莅临宁波远大物产集团公司考察，公司董事
长金波先生亲自陪同接待并召开交流会议。双方就 2015 年上半年的经营及税收
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并对下半年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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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宁波氯碱董事长到万华化学(宁波)氯碱公司
做半年度工作检查
7 月 2 日,万华宁波氯碱平岳董事长到万华化学(宁波)氯碱公司做半年度工
作检查。公司于波总经理向田董对 2015 年上半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进行了汇报。
（化贸秘）

宁波大红鹰生物工程股份公司参加上海 FiAC 展会
为进一步拓展市场，提升宁波大红鹰生物工程股份公司品牌在市场上的影响
力、竞争力与认知度，推动 2015 年度公司整体销量，该公司于 6 月 24 日参与了
第十七届上海 FiAC 展会。
上海 FiAC 展会全称亚洲食品配料、健康天然原料展（FIA）及 CPhI 世界制
药原料中国展，是亚洲最具规模的国际食品配料、健康天然原料全球巡展，FiAC
已经成为食品原配料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并成为国内展商开拓海外市场的重
要平台。该公司作为国内专业生产天然维生素 E 的重量级企业，在本次上海 FiAC
展会中积极推出各款热销产品，并凭借产品优质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深受广大
厂家的青睐。展会期间，有大量客户前来咨询，对公司天然维生素 E 系列产品品
质给予了高度评价。
公司坚持秉承诚信为本的品牌理念，其天然维生素 E 系列产品通过了多项相
关质量体系认证。而本次参展上海 FiAC 展会，也充分向各合作厂商展示了公司
“绿色环保，诚信为本”的品牌理念。
展会期间，由张总亲自带领产品销售团队到展会现场，并与来自国内外客户
广泛交流，采取面对面，零距离的洽谈形式，有效而专业地宣传了公司的产品，
充分展示了公司的形象，更好地提升了公司在国内外同行中的知名度，同时高效
快速的促成了贸易对接。
通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团结协作，此次展会于 6 月 26 日圆满结束。该公司以
此次展会为契机，不仅再次向国内外商家展示了公司优质产品，同时还收集了大
量潜在客户的第一手信息，了解了天然维生素 E 这个巨大市场的空间和前景，确
定了未来产品的研发走向，努力再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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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脱硫技术交流会胜利召开
5 月下旬，由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四届全国脱硫技术交
流会在宁波召开。
炼焦行业协会、各科研院所及来自全国的煤焦化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议。本次会议按照当前实际，务实全面又前瞻地就脱硫技术的应用、行业发展等
若干重要议题，发布技术报告、进行研讨、广泛交流。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原秘书
长、首席专家杨文彪先生对中国炼焦行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宁波金远
东石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工赵总就煤气脱硫系统问题剖析、改造案例及新技术
进行了介绍;山东恒昌聚材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德国总经理对该公司正在运
行的 2000 吨/年硫氰酸钠新工艺运行进行了总结;宁波市化工研究设计院李顺保
副院长和与会代表就 130 万吨焦炉烟气脱硫工程技术方案和烟道气脱硫脱硝除
尘技术进行了讨论；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博士、研究员尹宏峰向大会介绍了高活性、
高效率、高选择性催化氧化焦炉煤气脱硫技术研发报告。
根据会议安排，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宁钢焦化厂，旨在为
终端行业用户提供指导、探讨解决方案、分享成功案例。
脱硫是系统工程，设备、工艺、催化剂组合不匹配也很难发挥脱硫装置整体
水平，通过本次会议使与会代表了解了更多脱硫方面配套较佳的产品，从而为煤
焦化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交流平台。
（化贸秘）

【会员之窗】
宁波远欧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9 年，前身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现
由日出实业集团全资控股，位于宁波镇海国家级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中国
最大的深水港——北仑港，拥有快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及港口优势，占地面积
25000 ㎡
公司拥有一支技术力量强大的研发团队，并与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保持技术合作，现有职工 55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0 人，目前公司已形成年产
1000 吨产品的生产能力。公司产品主要有 3,6-二氯哒嗪、2,6-二氯吡嗪、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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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啶磷、甲基吡啶磷可湿性粉 50 等，产品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执行，
生产工艺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年产销量均居国内前茅，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外同类
先进或领先水平。产品出口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2013 年，公司 GMP
车间先后通过国家农业部和英国兽药理事会（VMD）GMP 检查官员的现场检查，
并以优异成绩一次性通过了检查验收，并获得中国兽药 GMP 证书和 EU-GMP 证书。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坚持“品质第一、安全生产、不断创新、永
续经营”的质量方针，努力打造生产环境一流，技术创新一流，管理水平一流的
现代化企业。
宁波市镇海佳诚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现由日出实业集团全资控股，
位于宁波镇海国家级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中国最大的深水港——北仑港，
拥有快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及港口优势。
公司主要生产饲料添加剂，专用于乳猪饲料，也适用于育肥猪和母猪，且兼
具饲料防霉作用，替代抗生素，是绿色环保型饲料。产品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标准执行，生产工艺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年产销量均居国内前茅，产品
质量达到国内外同类先进或领先水平。
浙江日出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现由日出实业集团全资控股，
位于宁波镇海国家级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司主要生产具有表面过滤特性的新型纳米纤维工业滤纸，并和东华大学合
作，获得国家专利。产品过滤效率达国际领先水平，阻力压降低，以其制备的空
气滤清器过滤精度高，空气阻力低，容尘量大，节能效率高，使用寿命长，可广
泛应用于口罩、空压机过滤系统、工业除尘系统及暖通空调过滤系统等领域，从
源头治理 PM2.5。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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