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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9 年 

新年快乐！ 2019 年将是 ASI 认证实施的第二年，将有很多会员获得首个或第更

多的 ASI 认证。 
 

以下是接下来 ASI 的重点工作项目和活动： 

• 继续完善优化我们的体系使其更加高效率和富有成效。包括我们的重要平台

educationAl（培训平台）和 elementAl（认证保证平台）、完善 ISEAL 标准制定

工作良好行为规范准则所要求的内部体系以及我们的治理模式，对标准实施中的

经验进行总结、学习和推动改进。 



 

• 简化企业、审核员和 ASI 的数据采集和工作流程。 上述系统的一个特例，但值

得强调的是，我们非常重视数字投资和持续改进工作，以支持 ASI 项目的实施及

更广泛的目标。 

• 推出我们的监测和评估计划。 2018 年，我们更新了变革理论，并制定了监测和

评估（M＆E）计划的进一步草案。 基于我们已经宣布 10多项认证完成，以及新

的团队成员加入（见下文），2019 年一定将会反映出积极的变化和取得更大的进

展。 
• 继续讨论生物多样性、人权、温室气体和循环利用等关键可持续性主题。 ASI

与 ASI 原著民咨询论坛（IPAF）一起，就一系列主题与多利益相关方工作组积极

互动。讨论新出现的问题，制定指南并为计划于 2020 年开始的 ASI 标准的下一

次修订献言建策。 

• 继续强化在中国的工作并提高产业链参与度。 目前ASI在中国有7家会员单位，

并预计将继续增长。 ASI 计划 2019 年继续在中国展开积极的推广活动。同时，

已经决定 2020 年将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 ASI 年会周。 
• 深化我们与下游铝用户的沟通与合作。 运输、包装、建筑和施工等领域以及各

种其他从事工业品和消费品领域的企业都是铝行业的重要用户。 ASI 旨在提高

下游用户对 ASI 的认识和参与度，以推动和贯穿整个铝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6 月份在挪威举办的 ASI AGM 年会周现已开放注册 - 见下文！ 

 

想了解铝工业的总体情况吗？ 可参加“铝业故事汇”

网络研讨会 

 
2 月 7 日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10 点 30 分，我们将与国际铝业协会（IAI）副秘书

长 Chris Bayliss 举办一场激动人心的现场网络在线讲座。 

Chris 将向我们概述“铝业故事汇”，全面了解该行业的关键特点及其发展。本

次研讨会设置了充裕的时间互动提问。 

 
此外 - 还有一个新的 ASI 系列网络讲座：认证之路 

关于网络研讨会和讲座，但我们刚刚上线了最新的系列网络讲座，名为“认证之

路”，概述了 ASI 认证流程，描述了关键决策、工具、文件和其他有用的资源，

有助于会员单位申请认证。 

新成员加入 ASI 工作团队：影响与合作关系总监 

ASI 热烈欢迎 Marieke van der Mijn 担任 ASI 影响与合作关系总监。 



 

Marieke 于 2018 年 1月加入 ASI，现居荷兰海牙。 她将负责 ASI 影响和监测与

评估（M＆E）计划的持续开发和实施，并将支持 ASI 与更广泛的组织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加强合作和增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Marieke 在开发和实施矿产和金属供应链标准领域有多年经验，熟悉认证和影响

评估系统。可上网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新同事的背景资料。 

 

 

ASI 最新认证 
 
两家会员公司在 1月份获得了 ASI 认证： 

1.雀巢奈斯派索是第一家获得 ASI 绩效标准进行认证的咖

啡公司，作为铝用户，他们的认证针对于铝胶囊的材料

管理。 奈斯派索于 12 月宣布，他们将成为第一个承诺为

消费产品采购 ASI 铝的最终用户。 

 

2.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获得 ASI 绩效标

准认证的公司，这一认证是针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三

个方面的绩效。 

               
 ASI 会员新闻 

 
ASI 在 1月份迎来了三位新的铝生产和转化类会员。 ASI 目前已经有 79家会员

共同致力于推进负责任的铝业。有关 ASI 会员资格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

上的加入 ASI 页面！ 

Carcano 
Carcano Antonio SpA 是一家从事铝箔轧制和转换加

工业务的意大利公司，创立于 1880 年，位于意大利北

部。公司拥有 460 多名员工，有 3个生产板块，是一

家从生产铝锭到软包装的垂直一体化企业。 Carcano

国际化的产品及业务涉及制药、食品和饮料、糖果和

工业技术等领域。 

在其 ASI 会员页面上查找有关 Carcano 的更多信息。 



 

IPS 工业包装解决方案 

IPS 专门生产用于软包装和工业技术领域的铝箔，

并提供厚度在8到50微米之间各种合金和尺寸的铝

箔，最终产品满足客户要求。 其生产范围包括涂层、

复合、印刷、压花和分切。IPS 是意大利铝轧制产

品集团 Laminazione Sottile Group 的子公司。 

在其 ASI 会员页面上查找有关 IPS 的更多信息。 

格朗吉斯 Gränges 
格朗吉斯 Gränges 是全球领先的钎焊热交换器轧制

铝材和其他相关市场的轧制铝材供应商。 该公司开

发、生产和销售先进材料，以提高客户制造过程的

效率和最终产品的性能。 

在其 ASI 会员页面上查找有关 Gränges 的更多信息。 

 

近期重要活动 

 
2019 年 ASI 会员年会：开始注册报名！ 
 
2019 年 ASI 会周将于 6 月 3 日这一周在挪威莫尔

德的 Scandic Seilet 酒店举办。 

 

本次年会周对所有会员和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开放，

将是同行学习和交流的绝佳机会。本次年会内容将

包括实施 ASI 认证项目的相关主题，如监管链、认

证声明和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 对海德鲁铝冶炼厂

进行实地参观访问也将成为本届年会的一部分。 
访问 ASI 网站获取更多信息并注册 

任何有兴趣对本届年会周提供赞助的单位请联系

Fiona Solomon。 

 



 

 

其它活动 

ASI 秘书处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参加以下会议和活动： 

l ISEAL 关于投诉和争议解决机制的同行研讨会，英格兰，2月 

l ASI 原住民咨询论坛（IPAF）年会，印度，2 月至 3月 

l ASI 监管链研讨会，中国上海，3月 

l 国际航空航天环境工作组（IAEG）年会，美国，4月 

l 国际经合组织论坛，法国，4月 

l GDA 德国铝协可持续铝包装峰会，德国，5月 

l ISEAL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研讨会，荷兰，6 月 

 

 
ASI 现场培训活动 
2019 年现场培训活动的时间表正在最后确定中，详情如下所示。 请记入您的日

程安排中。请与培训总监 Krista West 联系，尽快确认报名参加 - 如果未达到最

低 10 名参与者，则培训活动有可能被取消。培训活动时间：会员培训为 1 天，

审核员培训为 1.5 天，某些培训活动，我们还增加了可选的半天现场参观考察。 

 

l 4 月 8日/加拿大蒙特利尔/会员 

l 4 月 9日至 10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审核员 

l 4 月 24 日至 25 日/巴西 Alumínio/会员/实地考察：CBA 

l 4 月 25 日至 26 日/巴西 Alumínio/审核员/实地考察：CBA 

l 5 月 7日至 8日/中国北京/审核员 

l 5 月 9日/中国北京/会员 

l 5 月 30 日至 31 日/荷兰/审核员/实地考察：海德鲁铝业 

l 6 月 2日至 3日挪威/会员/与 ASI 年会同期举办 

我们还将于 10月/ 11 月在欧洲和中国组织额外的培训活动。 确切的日期和地

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 

说明：经认可的认证机构代表和会员可免费参加培训，未经认可的认证公司代表

和非会员单位参会需交纳 100 美元/人的培训费用。 
 可在 ASI 网站获取有关我们的现场培训计划的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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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a.liu@metalprospec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