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 中文版通讯-2018 年 7 月

ASI 通讯 7 月要目：
l ASI 认证进程：数字快照
l ASI 铝将进入市场
l 3 个新的会员加入：戴姆勒、Impol、烟台东海铝箔
l 6 个为期一天的 ASI 培训活动，在不同地点举办
l 2 个 ASI 将要参加并做演讲的活动
l 1 个 ASI 与 IBAT 联盟合作举办的在线研讨会

The ASI Certification journey
ASI 认证进程
自从 2017 年 12 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金属铝价值链认证标准后，ASI 致力
于推行支持会员公司和审核员履行职责的认证保证模式。 这是目前 ASI 认证进
程的数字快照。

ASI Aluminium is coming to market
ASI 铝将进入市场
随着 ASI 向力拓公司颁发第一个从矿山到熔铸厂的铝监
管链标准认证，全球第一批 ASI 铝将进入市场。
ASI 监管链标准（CoC）建立了一套材料追溯机制，对
输入和输出监管链认证设施的材料进行监管，因而也提
供了在体系内对合格材料流向进行追溯的能力。
由于这一认证范围涵盖了从铝土矿到铝熔铸厂，包括了
铝生产的关键阶段，因此能确保核证负责任生产“ASI
铝”，这也意味着在正式颁布 ASI 标准 7 个月之后，ASI
又抵达了新的里程碑。
更多相关信息，请阅读 ASI 新闻稿

ASI MEMBERSHIP NEWS ASI 会员信息
今年 7 月，ASI 迎来了三位新成员——两位生产与转化加工类会员和一位下游支
持者——在下面可以找到了更多关于这些新会员的信息。ASI 目前有 66 名成员，
他们共同致力于生产负责任的铝。如欲了解更多有关 ASI 会员的信息，请访问我
们网站上的加入 ASI 网页！

戴姆勒股份公司
戴姆勒股份公司已加入 ASI 作为下游支持者。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公司之
一，凭借其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戴姆勒卡车，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用车，戴
姆勒客车和戴姆勒金融服务，戴姆勒集团成为高档汽车的最大生产商和世界上最
大的商用车制造商，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个企业。戴
姆勒金融服务提供融资，租赁，车队管理，保险，金融
投资，信用卡和创新的移动服务。

“可持续发展性是我们日常业务活动的基本宗旨。因
此，我们致力于促进供应链中的可持续发展并尊重人
权。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与供应商、协会和组织
建立公开对话。戴姆勒已经成为 ASI 的会员，以加强与
铝供应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我们希望加强可持续性标准的实施，并在供应
链内部传播负责任的采购实践”。
—Sabine Angermann
董事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采购，供应商质量和可持续性
有关 Daimler AG 的更多信息，请参看其在 ASI 的会员页面。

Impol d.o.o.
lmpol 已加入 ASI 成为生产与转化加工类会员。 Impol 是一家灵活、创新、以发
展为导向，致力于对最先进的铝半成品进行加工的公司，这
些半成品涉及广泛，满足了各个行业的需求。我们最基本的
竞争优势是灵活性和多功能性，可满足客户合作开发合金和
产品的的各种需求。

“通过加入 ASI，我们希望为全球铝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总经理 TanjaBrkljačič
有关 Impol d.o.o 的更多信息， 请参看其在 ASI 的会员页面。

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
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已加入 ASI 成为生产和转化加工类会员，公司总部位于
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工业区。 主要产品有：高精度微米铝箔，高档包装箔，无菌
包装箔，动力电池箔，电子电池箔，金卡箔，高档卷烟箔，电力电容箔，电缆箔，
空调箔，软包装箔，蒸煮袋，家用铝箔，盖箔等。 产品远销亚洲，美洲和欧洲
等多个国家的高端客户。

“ASI 热烈欢迎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成为我们在中国的第
六个会员，并与其他 17 个从事铝制造或使用铝包装的成员合
作。”
- ASI 首席执行官 Fiona Solomon 博士
有关“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的更多信息，请参看其在 ASI 的会员页面。
。

UPCOMING EVENTS 近期活动
6 个为期一天的 ASI 培训活动，在不同地点举办
1）德国柏林：审核员培训（9 月 11 日）
ASI 会员/利益相关者培训（9 月 12 日）。
此次培训与 9 月 12 日至 14 日在柏林希尔顿酒店附近举行的第 33 届国际铝业会
议同期举办。 9 月 12 日的参加者将能够参加为期一天的 ASI 培训，并在当晚的
IA 会议上参加开幕晚宴。
培训地点：Charlottentr 的柏林宪兵广场索菲特酒店。50-52,10117 Berlin，Germany。

以上链接中的更多信息
2）澳大利亚墨尔本：审计员培训（10 月 9 日暂定）
欢迎 ASI 会员和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参加此审计员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待定
3）美国芝加哥地区：审计员培训（10 月 24 日）和
ASI 会员/利益相关者培训（10 月 26 日）
10 月 25 日，参加任何一次培训课程（即审计员或会员/利益相关者）的人员都将
有机会参观 Jupiter 铝回收设施。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哈蒙德的主要工厂 Jupiter
铝业是一家 100％废料再熔工厂，生产高品质连续铸轧铝合金卷材，采用最先进
的熔炼，轧制和精整工艺。
培训地点：Holiday Inn，2918 Carlson Drive，Hammond，IN 46323，USA。

4）阿联酋迪拜：审计员培训（11 月 14 日）
欢迎 ASI 会员和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参加此审核员培训课程。
培训地点：待定
有关上述培训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提供的链接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ASI 培训总监
Krista West。

第 33 届柏林国际铝业大会
（9 月 12 日至 14 日）国际铝业大会是欧洲铝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会议。 在短短
的两天的时间，您就可以与整个供应链的 400 多名与会者分享见解并开展业务洽
谈。
ASI 将在本次会议中参与两项活动：
1. 9 月 13 日星期四 16:45 - 可持续性发展圆桌
会议
2. 9 月 14 日星期五 11:30 - 可持续发展交流讨
论：取得了哪些进展以及还需要做些什么？
可持续发展交流研讨嘉宾：
Chris Bayliss 国际铝业协会副秘书长 ；
Salman Dawood Salman Abdullah，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质量高级副总裁，
EGA 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
Christine Keener 美铝公司 商业与战略副总裁 ；
Geoff Matthews，Energia Potior 副总裁。

集成性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网络研讨会
[9 月 18 日：英国时间下午 3:00 // 9 月 19 日：英国时间早上 7 点]
ASI 与 IBAT 联盟合作组织了一次在线网络研讨会，以解释集成性
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及其在 ASI 标准实施中的应用。 该网络研讨
会将讨论以下关键问题：
l
l
l
l
l

什么是集成性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IBAT）？
IBAT 的主要功能
IBAT 应用于环境尽职调查
IBAT 应用于 ASI 绩效标准
IBAT 可以为 ASI 会员做些什么？

有关网络研讨会的注册信息将通过 Twitter 和 Linkedin 在 ASI8 月新闻中发布。

2018 年国际铝工业展览会，德国杜塞尔多夫
ASI 将参加即将 10 月 9 日至 11 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 2018 年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ALUMINUM 2018。
Fiona Solomon 博士将于 10 月 10 日星期三 15:10 在资源回收环节就 ASI 的实施和影响发表
演讲.。ASI 还会在展会期间举行的铝业论坛上演讲，此论坛将在铝展会展厅内举办，免费参
加。此次演讲的主题将通过 Twitter，Linkedin 在下个月的新闻通讯
中公布。
与 ASI 相关的人士可以使用 ASI 的 ALUMINUM 2018 合作伙伴页面
上显示的代码免费注册参加展会活动。 在 10 月 9 日至 11 日期间如
需要与我们进行会面交流，请提前联系我们安排相关事宜。

更多 ASI 信息，请访问：

www. aluminium-stewardship.org
联络：
info@aluminium-stewardship.org
ASI 事务中国联络：010-57267340 刘莹 女士
asi-china@aluminium-stewardshi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