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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可持续原材料战略对话

中欧可持续原材料合作研讨会
2017 年 9 月 26 – 27 日
中国北京市中国职工之家酒店
详细日程
初定版本(2017 年 9 月)

会议全程提供同传服务

欧盟的原材料由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供应。STRADE 致力于研究欧盟原材料供应的长期安全保障和可持
续性，并在对话的基础上为欧盟未来的原材料供应战略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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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6 – 27 日中国北京

中欧可持续原材料合作研讨会
主办单位背景
本次研讨会由 STRADE（欧盟可持续原材料战略对话项目）团队主办。STRADE 是一个由欧
盟提供经费的研究项目，致力于通过对话为欧盟未来的原材料供应战略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政策
建议。
欧盟的原材料由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供应。STRADE 致力于研究欧盟原材料供应的长期
安全保障和可持续性。该项目通过对话的方式将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聚集在一起，共同为
欧盟未来的矿物原材料供应创新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该项目基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促进欧盟矿物原材料供应的安全保障和提高欧盟采矿工业
的竞争力。
联合体的这一研究项目为期三年（2016 – 2018 年）。该联合体由 Oeko 研究所（德国）、SNL
金融公司（瑞典）、Projekt-Consult 咨询公司（德国）、邓迪大学（英国）、Georange 非盈利
组织（瑞典）、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南非）和 DMT Kai Batla 公司（南非）等 7 个独立的成员
组成。STRADE 将实践经验、法律知识以及最佳实践技术和技能相结合致力于下述工作：




提高欧盟原材料工业的实力
研究欧盟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战略
促进国际可持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

有关 STRADE 的更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STRADEproject.eu。
协办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CNIA）
中国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中国矿业联合会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安泰科
阳光创译

会议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大街真武庙路 1 号中国职工之家酒店。
中国职工之家官方网址： http://www.zgzgzj.com
会议时间
本次研讨会将在 2017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2017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后直接召开；
会议时间为：2017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12:00-18:00）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8:3016:00）。
与会成员
本次研讨会仅允许应邀者参加。主办方拟从企业界、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邀请约 50 名代表参会。
研讨会全程提供中英英中双向同传。
应邀代表免费参会。
中英文版背景信息请参阅：http://stradeproject.eu/index.php?i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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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
全天提供同传服务
大会联合主席



中国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魏铁军先生
STRADE 项目团队成员 Magnus ERICSSON 教授

12:00

报到 – 登记

12:15

午餐

13:15

开幕辞 – 中方代表和 STRADE 团队代表致辞
第一次会议 – 欧盟和中国的原材料供应都依赖进口，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吗？

13:30


欧盟如何应对原材料供应的安全保障？



中国如何应对原材料供应的安全保障？
双方具备合作的共同基础吗？




中国矿业联合会彭齐鸣先生
中国矿业和“发展绿色矿业”倡议



STRADE 项目团队成员 Chris HINDE 先生
市场状况:中国与欧盟的矿产投资
中国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崔荣国先生



全球锂的供需状况


中国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尹丽文女士

全球石墨市场展望
开放性讨论
15:30

茶歇
大会联合主席



大会联合主席中方代表（待确认）
STRADE 项目团队成员 Doris SCHÜLER 女士
第二次会议 – 中国在欧盟和欧盟在中国的勘探和（或）采矿投资

16:00



中国公司需要什么？
扩大投资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在中国有哪些欧盟经验？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周平先生




中欧共同应对能源和资源安全的基础和潜力——从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技研究的角度分析


STRADE 项目团队成员 Olle ÖSTENSSON 先生

支持稳定的国际矿产品市场——欧盟的做法


Mr CHEN Jiabin, Chinese Academy of Land and Resources Economics
Dynamics and basic features of mining market under the China new
normal status



中国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马建明先生

磷矿中萤石的可持续开发


STRADE 项目团队成员 Masuma FAROOKI 女士
制定欧盟-中国原材料计划的优先事项有哪些？

开放性讨论
18:00

第一天会议结束

19: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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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全天提供同传服务
大会联合主席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付英先生
STRADE 项目团队成员 Chris HINDE 先生

8:30

登记 – 欢迎茶

9:00

欢迎辞 – 总结前一天会议

9:30

第三次会议 – 责任矿业和供应链管理


欧盟和中国的现状与展望 – 负责任采矿实践透视和供应链全球尽职调查。



欧盟国家在从中国采购熔炼金属产品之前的欧盟尽职调查及结果。



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矿业方面存在双方都认可的最佳实践吗？



需要为可持续矿物的生产建立新的国际平台吗？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孙立会先生

中国责任矿产供应链体系建设与中欧协作


STRADE 项目成员 Doris SCHÜLER 女士

以欧洲的视角看供应链责任采矿行为与尽职调查


RCS Global 唐智波女士

中国企业尽职调查的实际运用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付英先生和陈甲斌先生

中国的矿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沈镭教授

环境与自然资源全球改变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观点
开放性讨论

10:30

茶歇

10:45

第三次会议 – 继续第二次会议

12:00

午餐
大会联合主席

中方的大会联合主席（待确认）
 STRADE 项目成员 Masuma Farooki 女士

13:00

第四次会议 – 中国和欧盟关于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实惠的联合战略




从在资源丰富的境外国家以往进行的勘探开发中吸取的教训；
中国和欧盟在非洲矿业愿景背景下参与非洲矿业开发的情况；
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务和政策对话中中欧合作的新机遇。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段绍甫先生
中国有色金属矿开发与“走出去”战略



HBIS 国际贸易集团宋忠学先生

确保铁矿石和煤炭的可持续供应实践


STRADE 项目成员 Magnus ERICSSON 教授
中国在非洲的采矿-现状与未来趋势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丽博士

中欧负责任资源可能实现的合作


华友钴业李仲宁先生

华友钴业责任供应链的尽职调查与审计 开放性讨论
14: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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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第四次会议 – 继续第三次会议

15:45

总结和结论

16:00

会议结束 – 感谢与会代表参会!

16:00

联络酒会

17:30

联络酒会结束

研讨会由 STRADE 项目团队主办。
如需注册，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STRADEproject.eu
研讨会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真武庙路 1 号中国
职工之家酒店
项目名称：欧洲可持续原材料战略对话

项目时间： 2015 年 12 月 1 日 –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项目预算：欧盟提供经费： 1,977,508.75 欧元

Oeko-Institut e.V.
项目协调人：Doris Schüler
Postfach 1771 | D-79017 Freiburg | 德国
电话： +49 6151 8191 0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
20 Cananda Square | Canary Wharf
London | E14 5LH | UK
网站： http://www.STRADEproject.eu

经费来源：该项目由欧盟的“地平线 2020”研究与
创新计划提供经费。拨款协议编号：689364。

由 STRADE 联合体提供资助。

该项目由欧盟的
“地平线 2020”研
究与创新计划提供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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