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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方努力实现供应链合规治理，我们看到，
供应链的治理仍有诸多问题：

01 会议背景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矿产供应链合规治理的边界和议题到底是什么？

企业用什么方法开展供应链尽责管理才能被市场认可？

上下游企业如何协作来管控风险？

如何避免重复审核并确保商业信息不被泄露？

如何推进国际标准对标与互认？

如何实现供应链风险的”标本兼治” ？

多边组织、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中国企业应发挥什么角色并如何积极参与供应链治理？



会议概况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event

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 4 日

地点：北京

主题：新时期规则变革与治理提升

规模：1000 人

形式：线上 + 线下

02

A  矿产供应链负责任采购

B 可持续天然橡胶价值链

C 钴供应链责任治理

D 《欧盟冲突矿产法》对中国利
益攸关的影响——尽责管理压
力倍增？

E 应对矿产供应链中气候变化风险

高端峰会行业
闭门分析会



04 核心议题
Core issues

区别常见的供应链会议，SMISC 周用创新发展的视角全面剖析透视供应链合规议题，
汇聚全球意见领袖和参与者，探索机遇，洞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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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会议目标
Goal of the event

搭建全球矿产供应链上下游及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综合性服务平台

政策倡导

舆论发声  品牌传播  成果发布 经验分享

合作磋商 标准互认 能力建设



05 参会机构
Participants organizations

35%	 中上游企业（矿山、冶炼厂、加工厂、贸易商）

30%	 品牌企业（电子、汽车、电池、轮胎）

20%	 政府、国际组织、行业组织及非政府组织  

10%		投资、咨询及认证机构  

5%		 媒体 （平面、电视、网络门户、新媒体） 

06 媒体支持
Media support

论坛拥有强大媒体合作，打通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四大平台，开展专栏、专版、要
闻等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

网络

电视

报纸 杂志

四大平台



07 会议优势
Advantages of the event

在中国举办的首个以矿产供应
链治理为议题的高规格综合性
活动

发展周以“探索机遇，洞见未来”
为愿景，聚焦核心竞争力、新技
术应用、逻辑洞悉等 8 大议题

会议聚集供应链合规领域六大
参会人员，总人数超过 1000 人

超过 30 家国内外主流媒体聚
焦本次盛会，提供全方位报道
服务

01 04

02 05

03 06

机构权威
由中国矿产供应链治理领域最具权

威的机构同国际机构联合发起

领袖集聚
中国矿产供应链领袖企业高
层和精英都将参加论坛

议题专注
针对当前供应链治理的热点、焦

点和痛点精心打造会议议题

中国首倡
在中国倡导举办的首个矿产
供应链治理议题的高规格综

合性活动

合作促进
是链接中国与世界机构合作
最佳机遇

推广首选
是世界各机构在中国开展宣
传推广最为有效的平台



08 会议议程
Agenda of SMISC Week

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周

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2 日（周三）

行业分析会：中国矿业企业供应链治理座谈会（线下）

时间 08:30-11:30 

地点 北京 . 日坛宾馆

主题 新形势下矿产供应链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主办

高端峰会：2020 可持续矿产供应链国际论坛（线下 + 线上）

时间 14:00-18:20 

地点 北京 . 凤凰中心

主题 新时期规则变革与治理提升

主办

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3 日（周四）

16:00-18:00 14:00-16:00 19:00-21:00（日坛宾馆）

主题论坛 A（线上） 主题论坛 B（线上） 主题论坛 C（线上 + 线下）

矿产供应链负责任采购 可持续天然橡胶价值链 钴供应链责任治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益林国际 (Proforest)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CCCMC) 责任钴业倡议 (RCI)

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4 日（周五）
15:00-16:30 16:30-18:00

主题论坛 D（线上） 主题论坛 E（线上）

《欧盟冲突矿产法》对中国利益攸关的影响
——尽责管理压力倍增？

农业大宗商品投资和贸易中的气候风险
及金融部门的角色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CCCMC)



09 高端峰会议程
Agenda of SMISC Forum

可持续矿产供应链国际论坛日程
主题：新时期规则变革与治理提升

（2020 年 12 月 2 日 14:00-18:20）

14:00-14:20
【开幕式】大会开幕式

主办方、重量级政府官员、行业领袖共同宣布大会开幕

14:20-15:20

【政策透析】后疫情时代的治理新变革

全面解读规则的顶层设计，深刻洞悉规则及变化的和背后逻辑，尤其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该如何准确预判未来趋势。

15:20-15:30

【成立仪式】论坛顾问委员会成立仪式

为了扩大论坛影响力，打造会议品牌，论坛成立了咨询机构 - 顾问委员会。目前
委员会成员共有 8 名，均为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权威专家。我们将利用论坛这
一契机，正式对外公布成立顾问委员会。

15:30-16:30

【主旨演讲】企业负责任商业行为治理 : 机遇 or 挑战？

在可持续治理已渗透到供应链的情况下，企业该如何开展尽责管理和风险应对？
风险的应对是转移还是消除？如何治标又治本？可持续治理如何考虑商业利益
与社会、环境影响平衡？

茶歇（15 分钟）

16:45-17:05

【成果发布】成果集中发布仪式

近年来，五矿商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成果丰硕。我们将利用论坛的契机，集
中对外正式发布《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指南》修订版、《缅甸国别风险报告》、
《智利国别风险报告》、《规则手册》等多项成果。

17:05-18:10

【高端对话】负责任工商业行为与核心竞争力

负责任工商业行为本质和内容是什么？负责任工商业行为该如何转化为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企业该如何有效地建立起负责任工商业行为体系？推进供应链可
持续治理，跨国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18:10-18:20

【闭幕式】大会闭幕式

特别支持方和五矿商会联合宣布大会闭幕



10 顾问委员会成员
Member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Dante Pesce
联合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及其他
工商业问题工作组副主席

Jacques Pellet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中国事务个人特使

Hugo Brodie
伦敦金属交易所 CEO
办公室副主席

Stefan Crets
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
首席执行官

Tom Butler
国际金属矿产理事会
首席执行官

Dr. Alan Bryden
日内瓦安全治理中心
商业与安全主任助理

Justin Fong
全球见证中国项目主管

Iris Van der Veken
责任珠宝理事会
首席执行官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
WWF1961 年成立，总部位于瑞士格朗。WWF 在全世界超过 100 个国家有办公室、拥有
5000 名全职员工，并有超过 500 万名志愿者。 
WWF 在中国的工作始于 1980 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
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1996 年，WWF 正式成立北京办事处，此后陆续在全国八个城市建立了办公室。至今，
WWF 在中国共资助开展了 100 多个重大项目。

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成立于 1997 年，负责领导英国消除极端贫困的工作。英国国际发
展部致力于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性挑战，包括贫困和疾病、大规模移民、不安全和冲突。
它的目标是为发展中国家和英国人民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繁荣的世界。

益林国际（Proforest）是非盈利性的国际环境保护组织，致力于林业和农业商品的可持续生产、
负责任采购，供应链管理的咨询与合作。成立于 2000 年，总部设在英国，并在巴西，加纳，
和马来西亚，印尼和哥伦比亚各设有办事处。

11 特别支持单位
Special supporters



战略合作伙伴： 特别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

商会拥有会员企业 6000 余家，是国内金属矿产、石油化工、五金建材、陶瓷卫浴进出
口领域最大的国家级社团组织之一。商会在矿业对外投资、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天然
橡胶领域先后发布了国内最具权威的标准性文件，并牵头发起了全球性对话机制 - 责任
钴业倡议。

首席媒体支持：

特邀支持媒体：

特邀法务支持：

合作伙伴：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有色金属报、中国煤炭报、中国冶金报、中国黄金报、
中国石油报、中国建材报、中国自然资源报



诚邀合作，欢迎垂询！

联系人： 周扬帆 李甜甜
电    话： +86-10-85692865/85692792
 +86-10-65883591
 +86 13811023790（周）

传    真： +86-10-65883592
邮    箱： rickey523@163.com
 smisc@cccmc.org.cn
地    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 17 层
网    址： https://smiscforum2020.scimeeti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