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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买家培训 

2018 年 3 月 13 日,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 宴会厅 2 和宴会厅 3 

2018 年 3 月 15 日, 广州花园酒店 海棠-玉兰厅和绣球-芙蓉厅  

 

*将为所有讲座提供同声传译服务。   

上午 
8:00-8:30 

欢迎与问候（主办方/演讲人/贵宾） 

上午 
8:00-8:30 

来宾抵达/登记 
 

上午 
8:30-9:15 

第 1 部分：欢迎和简介 

主持人：上海：胡有力 先生, 上海美国商会 

广州:  陈瑞聪 女士, 华南美国商会 

宋秀顺 先生,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检验监管司副巡视员 (AQSIQ)(10 分

钟) 

上海:  魏梅 女士,上海美国商会政府事务与企业社会责任总监(5 分

钟) 

广州:  Harley Seyedin 博士,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5 分钟) 

王逯屏 女士，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会）培训中心综合处处长 (10 分

钟)  

Ann Marie Buerkle，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代理主席（3 分钟视

频）。  

李丽平，亚太地区消费品安全专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5 分钟）  

Ms Věra Jourová    -   欧盟司法、消费者权益和性别平等委员-欧盟视

频欢迎辞 (3-5 分钟) 

Mr. Jerome LEPEINTRE 华杰鸿  

Minister Counsellor, EU Delegation to China 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

参赞（5 分钟）  

 会议第一轨道：交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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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  上海-Mr. Hank Hulick, 上海美国商会 

广州: :  陈瑞聪 女士, 华南美国商会 

上午 
9:15-10:15 

第 2 部分：主旨演讲：关于确保下一个流行产品不会成为下一个被

召回产品的最佳实践的行业观点；问题解答 

Carrie Egan，Pier One Imports，全球采购副总裁 

上午 
10:15-11:00 

第 3 部分：简介 – 美国框架/CPSIA 

Steve Williams，项目经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Lily Li，地区产品安全专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上午 
11:00-11:45 

第 4 部分：简介 – 欧盟框架/法规/指令；数据：RAPEX 

 （45 分钟） 

- 对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应用于“将尚未法规的产品全部网罗在内”的一

般性介绍；RAPEX 原则与趋势  

Paolo Lavaggi，产品安全法律官员，欧盟委员会司法与消费者总司 

- 对玩具安全指令作为一项部门立法（包括其设置框架）的一般性

介绍  

 Jürgen Vogelgesang，玩具安全政策官员，欧盟内部市场、行业、创

业和中小企业总司 

上午 
11:45-12:00 

第 5 部分：关键要点/问题解答 

关键要点，由 Jürgen Vogelgesang, 玩具安全政策官员，欧盟内部市

场、行业、创业和中小企业总司 演讲 

CPSC 和 EC 演讲者回答听众提问 

中午 
12:00-1:00 

午餐（自行安排）  

 

 会议第二轨道：玩具、电子产品和电器产品/特别专题（与纺织品/

服装/特别专题同时进行）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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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Mr. Hank Hulick, 上海美国商会 

广州: 陈瑞聪 女士, 华南美国商会 

下午 
1:00-2:30 

第 6 部分：玩具和电子产品 - 美国产品安全要求概述；欧盟产品安

全要求概述；问题解答 

欧盟要求和 RAPEX 数据（1 小时） 

电气设备演讲，内容特别包括关于制造商必须遵守安全目标以及其

它适用的合格评定程序的低电压指令，以保证所涵盖的电气设备符

合安全目标。   

Paolo Lavaggi，产品安全法律官员，欧盟委员会司法与消费者总司 

- 详细讨论玩具安全指令及其最新发展情况。 

Jürgen Vogelgesang，玩具安全政策官员，欧盟内部市场、行业、创

业和中小企业总司 

- 美国产品安全要求概述，包括对玩具产品的监控和玩具产品召回

数据。案例研究例子，CPSC 产品召回和监控数据显示产品未达到要

求，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Steve Williams，项目经理  

下午 
2:30-2:45 

中场休息 

下午 
2:45-3:15 

 
 
 

 第 7 部分：欧盟儿童玩具产品分类（或没有）   

Jürgen Vogelgesang，玩具安全政策官员，欧盟内部市场、行业、创

业和中小企业总司 

下午 
3:15-4:00 

第 8 部分：重点讨论 F963-16 和 F963-17 更新；问题解答 

重点讨论 F963-16 和 F963-17（50 分钟）  

Alan Kaufman，美国玩具工业协会负责技术事务的资深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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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00-4:15 

第 9 部分：关键要点/问题解答 

关键要点，由 Alan Kaufman, 美国玩具工业协会负责技术事务的资深

副会长演讲 

Question and Answer to CPSC, EC, and Toy Association Presenters 

CPSC，EC 和美国玩具工业协会演讲者回答听众提问 

下午 
4:15-4:50  

第 10 部分：专题：案例研究：趋势、挑战、问题解答 

出入境检疫检验局-出口消费品质量提升 -玩具和电子产品（20 分

钟） 

上海: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处调研员周辉 
            

广州: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龙宇升 副处长 
            

欧盟：网上销售的产品和新技术的安全性（15 分钟） 

Paolo Lavaggi，产品安全法律官员，欧盟委员会司法与消费者总司 

  

下午 
4:50-5:00 

第 11 部分：结束语 

主持人 

 会议第三轨道：纺织品/服装/特别专题 

上海和广州部分的主持人:  闫军, 会员培训处副处长, 中国贸促会培

训中心 

下午 
1:00-2:15 

第 12 部分：纺织品/服装 - 美国产品安全要求概述；欧盟产品安全

要求；问题解答 

美国纺织品/服装的要求（45 分钟） 

Jacqueline Campbell，资深纺织技术专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欧盟纺织品主题（30 分钟） 

关于纺织品的 Rapex 数据的一般性说明（例如拉绳） 

Paolo Lavaggi，产品安全法律主管，欧盟委员会司法与消费者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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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15-2:30 

第 13 部分：关键要点/问题解答 

关键要点，由 Jacqueline Campbell，资深纺织技术专家，美国消费品

安全委员会（CPSC）演讲 

CPSC 和 EC 演讲者回答听众提问 

Paolo Lavaggi，产品安全法律官员，欧盟委员会司法与消费者总司 

下午 
2:30-2:35 

中场休息 

下午 
2:45-3:50  

第 14 部分：特别专题；问题解答 

可穿戴技术（30 分钟） 

Jacqueline Campbell，资深纺织技术专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关于玩具中的纺织品信息。欧盟 - 儿童假扮服装玩具的易燃性；易

燃性玩具标准 EN71-2（20 分钟） 

Jürgen Vogelgesang，玩具安全政策官员，欧盟内部市场、行业、创

业和中小企业总司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框架中关于儿童假

扮服装的易燃性要求的意见（5 分钟） 

Jacqueline Campbell，资深纺织技术专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出入境检疫检验局关于中国制造的出口纺织和服装产品的质量改进

（25 分钟） 

上海: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沈华  副处长 
 

广州: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张胜浩 科长 
 

下午 
3:50-4:00 

问题解答/中场休息 

下午 
4:00-4:50 

第 15 部分：特别专题；问题解答 

阻燃剂与纺织品：CPSC（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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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床垫的要求（40 分钟） 

Jacqueline Campbell，纺织品专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下午 
4:50-5:00 

第 16 部分：结束语 

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