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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主办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院渊B冤第 0234号

飞轮牌
上海市废旧铅酸蓄电池定点回收尧处置院
ISO9002尧QS9000双重认证高新技术企业

上海飞轮有色冶炼厂
本着“产品领先、质量为重、与时俱进”

的原则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产品种类院 各类铅合金尧锌合金尧锡合金尧纯铅等
地址院 松江区新桥镇民益路 6号
厂长院 顾秀峰
联系电话院 021-57644201 021-57647417

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公司以野绿色环保尧资源再生尧综合利用尧诚实服务冶为宗旨袁已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以及 ISO14001环境保护质量体系

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核准为叶铅酸蓄电池尧含铅废物危险废物曳定点回收尧处置单位

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置尧生产铅锑合金等铅基合金 持有上海市环保局颁发的叶上海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曳
上海三井鑫云贵稀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袁提炼铜尧金尧银和钯尧铂等有价金属 被上海市环保局列入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

上海鑫菱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废铝回收再生处置袁生产再生铝和铝合金系列产品 持有国家环保局核准的铅废碎料进口许可证

上海金高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再生铅资源利用袁生产电池极板尧氧化铅尧硅酸铅尧电解铅等铅系列产品 再生铅资源利用单位

天津东邦铅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置袁生产铅锑合金等铅基合金 持有天津市环保局颁发的叶天津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曳

控股渊参股冤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备 注

云

KT
TT T

公司地址院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工业区汇科路 222号 邮编院圆园员缘员源 联系电话院021-57217457尧021-57213939 联系人院薛本锡 13701610065 岳良栋 1390195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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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袁2011 年上海有色金属行业迎
新春年会在花园坊隆重举行遥上海市社会团体
管理局副局长徐乃平尧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桂珠尧重化处副处长
李慧民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并作讲话遥

协会秘书长刘秋丽首先作了 叶2010 年协
会工作总结和 2011 年工作要点曳 报告袁就
2010 年协会所做的工作尧 取得的成绩以及
2011 年工作的发展方向尧 工作重点向出席的
会员单位代表作了详细的汇报遥

在报告中袁刘秋丽表示袁2010 年协会紧紧
依靠各级政府和会员企业袁以推进上海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尧 融合发展为目
标袁以野服务企业尧规范行业尧发展产业冶为工作
方针袁结合本行业特点袁不断创新和开拓袁在推
进产业发展尧规范行业行为尧加强组织建设尧引
导企业升级尧提高办会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些
实效遥 2011 年袁协会还将在推介符合上海经济
整体发展要求的产品曰推动上海有色金属电子
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曰积极发挥协会专家委员
会尧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尧计量有色金
属专业委员会和的作用曰继续办好峰会曰整合
协会信息服务建设平台曰理顺技术监测中心内
部管理结构曰有步骤的成立行业分会袁壮大协
会组织曰加强与国内外企业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等方面继续努力袁推动上海有色金属行业的整
体发展遥

2010 年以来袁 协会把上海地区的有色金
属生产企业列为会员发展的重点袁经过各方的
努力袁截至今年年底袁发展会员 46 家袁会员单
位已达 130 家袁进一步提高行业的代表性和覆
盖面遥鉴于以上情况袁根据本协会章程袁理事会
成员不超过会员单位总数的三分之一的规定袁
以及会员单位的自荐和协会秘书处的推荐袁20
日上午召开的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三届二
次理事会上袁经理事会审议通过袁同意新增补院
上海召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尧东又悦渊苏州冤电
子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尧上海夏商贸易有限公
司尧上海捷如重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尧上海昊
钰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尧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延中支行 6 家为理事单位袁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 2 家
为副会长单位袁杨爱中尧刘显模尧殷荣彪尧方朔尧
盛春磊尧颜建南为理事袁管维镛尧邱绪奎为理事尧
副会长曰此外袁因上海鑫冶铜业有限公司毛一伟
董事长于 12 月调离本单位袁现有周建总经理任
副会长遥

下午的年会上袁 出席年会的会员代表一致
鼓掌通过了此份决议遥 副会长郭瑞平在会上宣
读了新增补的理事单位尧理事袁副会长单位尧副会
长名单并授牌遥

为了给行业企业提供更细化尧更专业的服

务袁进一步提高本协会的行业代表性和社会影
响力袁协会成立了镍钴分会遥 张桂珠副处长和
徐乃平副局长分别宣读了同意成立镍钴分会
的决议和批文袁并为镍钴分会颁证尧授牌遥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张敏祥表示袁协会还将
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袁择机成立铜尧铝等专业
分会遥

2010 年以来袁 协会聘请的各位行业专家
始终活跃在有色行业的第一线袁在编制上海有
色金属行业发展叶野十二五冶规划建议曳袁开展本
行业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尧献言献策行业发展等
方面袁专家们发挥了各自专长袁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遥 同时袁在把脉野有色金属发展论坛冶议题
征求会袁 参与制定企业的技术标准执行能力尧
评审企业的名优产品及行业内职工申报技术
职称尧推广铝箔餐盒应用等方面袁专家们也都
留下了足迹袁共同推进上海有色行业的整体发
展遥为了壮大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的科技力量袁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有色金属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袁更好
地服务行业尧服务企业袁经协会秘书处推荐袁理
事会同意聘请罗彦儒等十一位专家为专家委
员会委员袁原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尧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丁文江敎授
宣读了受聘专家名单并为其颁证遥

经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补充
评选袁 上海长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A12 椎7.5
铝合金挤压棒材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2010 年度
野名优产品冶称号遥 同时袁经 2010 年下半年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技术职称资
格的技术人员进行评审袁 认定孙忠权等 9 为同
志符合申报条件袁分别授予初级尧中级和高级职
称资格遥倪佐仁副会长还宣读了获选的名优产
品单位名单和认定的技术职称人员名单袁并为
其授牌尧颁证遥

在大会交流的环节中袁协会会议会展负责
人许寅雯介绍了叶中国镍钴网曳的概况袁昊钰软
件副总经理方朔和与会人员分享了叶富宝金属
网曳的运行情况袁上海有色金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渊筹冤杨登亮同志则向大家介绍了电子交
易平台的最新筹备情况袁最后袁市标准化协会
张国华会长作了题为叶新形势下标准化工作新
探曳的发言遥

徐乃平副局长尧李慧民副处长在会上发言
时袁对于 2010 年协会所作的工作给予了肯定遥
同时也表示袁对协会寄予希望袁希望协会能在
今后的工作中袁再接再厉袁为行业企业更好的
服务袁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遥

最终袁 年会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落下帷
幕袁 共有 235 位领导尧专家尧兄弟协会尧会员单
位等有关人员出席了此次年会袁协会会长张敏
祥主持了此次会议遥 渊申协冤

2011 年上海有色金属行业迎新春年会隆重举行

尊敬的读者袁您好浴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袁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祝您新春愉

快尧合家欢乐浴
节假日期间袁叶上海有色金属信息曳周报于 2 月 2 日尧2 月 9

日停刊两期袁2 月 16 日恢复出版遥
特此公告遥

叶上海有色金属信息曳周报编辑部

2011 春节停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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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协会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丁文江

海亮金属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瑞平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协会秘书长

刘秋丽

上海金藏物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倪佐仁

会议全景

图为副会长单位
授牌仪式

图为理事单位
授牌仪式

图为镍钴分会
成立授章尧
授牌仪式

图为名优产品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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