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氧化钨量子点
电极材料问世

近日袁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赵志刚课题组和苏州大学耿
凤霞课题组合作开发出一种
具备超快电化学响应性能的
新型氧化钨量子点电极材料遥

课题组采用钨基金属有机
配合物作为前驱体袁单一脂肪胺
为反应物及溶剂袁 获得尺寸均
一袁可单分散于有机溶剂的纳米
晶袁并观察到较强的量子尺寸效
应袁解决了氧化钨量子点难以获
得袁必须依赖于晶格模板渊硅胶尧
分子筛冤来制备的难题遥

研究人员进一步通过简
单的配体交换袁使量子点在充
放电与电变色测试方面袁展示
出大大优于非零维氧化钨以
及其他无机电变色材料的电
化学性能遥 未来有望极大地拓
展量子点材料在超快响应电
化学器件领域的应用遥

渊来源院科技日报冤
丰田未来车型将会采用

铝制零件及车身

丰田公司近日表示袁将会
在未来车型中采用铝合金车
身遥 据悉袁首先采用铝合金部
件的是 2018 款丰田凯美瑞袁但
是仅限于铝制引擎盖遥 而 2016
年袁 丰田全新 RX350 将会搭
载铝制引擎盖和铝制尾门遥

丰田表示袁 汽车轻量化是
节省燃油的重要方式之一袁而
现款普锐斯和雷克萨斯中已经
有部分零件采用了铝制部件遥

鉴于各大汽车市场对降低
汽车排放愈加严格袁其铝板需求
量正逐步增大袁据业内人士推测袁
到 2020 年全球车用铝板的需求
将从目前的 10 万吨激增至 100
万吨以上遥 渊来源院联合越野冤
超威野原子经济法冶铅回收

项目进入中试阶段

近日袁由超威集团首创的
野原子经济法冶 铅回收项目进
入中试阶段袁通过小规模试验
生产袁该项目已显现出产业化
生产前景遥

据悉袁2013 年初袁 超威集
团研究院建立了日产 10kg 氧
化铅粉实验室试验线遥 该试验
线利用原子经济性反应袁通过
化学方法将废旧铅酸电池转
化成可直接利用的铅粉袁使铅
回收利用率达到 99%袁 并减少
烟尘尧废水尧废气的排放遥

原子经济法铅回收不仅
可以降低环境污染袁还可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遥 据超威集团
首席专家陈体衔介绍袁若按实
验计算袁采用原子经济法铅回
收后再用于电池生产袁可比直
接采购铅材料每吨降低成本
1000 元至 2000 元遥

据悉袁此后超威集团还将
投入 1 亿元资金袁建立全球首
条野原子经济法铅回收冶量产
示范生产试验线袁预计该生产
线每年将实现铅回收 5 万吨遥

渊来源院中国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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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 版冤目前袁建设中的上海鑫
云蓄电池配送回收中心 渊金山基地冤
已初见雏形袁 金山基地面积为 5800
㎡袁它将以物联网技术袁通过双向物
流袁实现铅酸蓄电池在上海地区的销
售尧配送尧回收的一体化进程袁并实施
全过程监控管理袁逐步做到野销一收
一冶尧野以旧换新冶遥 今后还将通过上海
有色金属现货交易中心平台和移动
互联网探索新旧电池配送回收的新
模式袁并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袁为全
市范围内蓄电池销售回收网络服务袁
为政府提供正确地监管数据遥

野游击队冶成野正规军冶
纳入合法废铅酸蓄电池回收体系

在上海目前的废铅铅酸蓄电池
回收量中 袁 个体渠道占了 90%左
右袁也是废电池流向不规范的再生
铅企业从而导致铅污染的渠道之
一遥 因此袁尽快将个体渠道纳入正
规合法有序的回收体系成为了实
现上海废蓄电池绿色环保利用的
重要环节遥

为进一步规范上海市废铅酸蓄
电池的环境管理袁破解废铅酸蓄电池
的回收管理难题袁上海有关部门也在
积极的探索遥 最近袁上海市环境保护
局制定了叶上海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处
理试点工作方案曳遥 叶方案曳中明确了
集中收集渊以下简称收集冤和中转暂
存渊以下简称中转冤两种方式的基本
条件和服务范围袁鼓励多渠道多种方
式回收废铅酸蓄电池袁鼓励通过以旧

换新等方式收购废铅酸蓄电池袁鼓励
各类单位申请设立中转暂存点袁并将
会同相关主管部门袁在现有危险废物
许可证单位尧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以及
生活垃圾收集许可证单位渊中心城区
为主冤的基础上袁筛选符合要求的中转
及收集点袁构建两级废铅酸蓄电池回
收体系袁引导废物进入正规渠道回收
处理遥

在此次揭牌仪式上袁鑫云配送回
收中心与三个个体回收商签订的野蓄
电池配送回收合作意向书冶正是将个
体渠道纳入正规合法的回收体系的一
种有益探索遥 据悉袁签署协议的三家
个体回收商每个月回收量达 6000 吨
左右袁占上海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总量
的 60%遥 个体回收商承诺在废蓄电池
回收过程中按照环保要求袁完整回收
废蓄电池袁不得倒酸尧拆解遥 当天回收
到的废蓄电池必须及时入库到鑫云配
送回收中心指定仓库袁不得暂存在外袁
不可再流通遥

配送回收中心将为个体回收商提
供废蓄电池运输专用车辆袁帮助其合
法规范地回收废蓄电池袁并协助其方
办理废蓄电池跨省转移手续袁并全程
监督转移去向袁使其流向正规的处置
企业遥

野个体回收商的积极参与袁使耶游
击队爷成为了绿色环保的耶正规军爷袁将
有利于废铅酸蓄电池社会资源的回
收袁 促进上海废铅酸蓄电池的绿色循
环利用遥 冶吴小云说到遥

标准固化成果
复制推广绿色回收模式

上海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建
设是利国利民的野绿色工程冶袁为推进
这项野绿色工程冶的高标准建设袁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申请并获批承担了
野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标准化试
点冶项目袁构建铅酸蓄电池循环利用标
准化体系框架袁 制定并实施铅酸蓄电
池配送回收体系系列标准袁 通过标准
修制订尧采标贯标尧标准化培训尧标准
信息服务等标准化工作方法袁 使试点
成果成为可复制尧可学习尧可推广的模
式袁为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袁建设生
态文明作贡献遥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标准化处处长陶粮民在仪式上宣布
野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标准化试
点冶项目正式启动遥他希望协会和联盟
成员广泛动员成员单位参与项目实
施袁深入分析研究袁构建野上海铅酸蓄
电池配送回收中心冶标准化运行模式袁
制订和实施 野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
系冶相关标准袁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尧环
境友好型城市袁发展循环经济尧建设生
态文明社会做贡献遥

野该项目旨在探索一条行业自律
的路子袁 通过一系列标准来规范企业
的行为袁共同为绿色环保尧循环经济做
出承诺遥同时袁为全国大城市铅酸蓄电
池配送回收创造新经验袁 以便在全国
推广复制遥 冶联盟会长张敏祥说到遥

据悉袁 该项目将于两年时间内完
成遥

9 月 26 日袁上期所副总经理叶春
和在第一期野镍尧锡期货交易企业培训
班冶上表示袁上市镍尧锡期货品种是
2014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品种开发的
重点工作之一袁目前我国上市镍尧锡期
货品种的条件已经成熟遥 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镍尧锡生产国和消费国袁镍尧
锡具有作为期货商品标的物的现货基
础院市场化程度高袁价格竞争充分袁现
货市场政策明确袁企业需求强烈遥 镍尧
锡也是国际上成熟的商品期货品种遥
我国镍尧锡期货品种的上市袁有利于完

善镍尧锡市场定价机制袁为企业搭建规
范尧透明尧公平尧高效的避险交易平台袁
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袁服务于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该培训班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在上海共同举办遥
金川集团尧云南锡业尧太钢不锈等国内外
镍尧锡产业链的冶炼尧贸易和消费企业共
计 160 多位代表参加此次企业培训班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任旭东表示袁上期所有色金属期货
市场在服务于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袁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金属期货交易平台袁国际影响力不断
提升遥 此次双方联合举办第一期野镍尧
锡期货交易企业培训班冶袁是落实上期
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精神和深化产业服务尧促进
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遥 协会将继续全
力支持和配合上期所的企业培训和投
资者教育系列活动袁全力提升企业风
险管理水平袁为更好发挥期货市场服
务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目标做出
新的贡献遥 渊来源院中国证券报冤

野今年 12 月 1 日准
备推出铜铝锌和动力煤
的合同遥 冶港交所总裁李
小加 9 月 26 日在上海表
示袁股票市场的野沪港通冶
会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开
放有重大借鉴作用袁港交
所计划在今年 12 月推出
4 个迷你期货合约袁 布局
有朝一日可能实现的商
品市场野沪港通冶袁令国内
和国际市场通过两地的
交易所实现互联互通遥

中国是多数有色金
属的国际性大卖家 袁比
如袁中国年均铜消费量占
全球总量的 40%遥 港交所
将 LME 视为企业和银行
在欧洲交易基本金属并
对冲他们持有的与中国
相关的风险敞口的关键遥
但李小加坦言袁中国的有
色金属进口量并没有完
全 反 映 在 LME 的 交 易
上袁 正因如此袁 在耗费
13.88 亿 英 镑 收 购 LME
后袁李小加又开始了一项
总体耗资 5000 万英镑的
LME 自营交易所项目遥

2014 年 9 月 22 日袁
LME 历史上首家自营清
算所渊LME Clear冤开张袁
LME 成为自行结算的交
易所遥

不过袁这仅仅是第一
步遥商品野港股通冶的第二步便是将 LME
的平台逐步东移至香港袁而实现这一步
的途径便是在今年 12 月推出伦敦金属
小型期货合约和 API8 动力煤期货合
约遥

野为什么要推这些合同袁就是要把
很大一部分不适合中国人交易的袁通过
东移的过程在中国香港进行实现遥 冶李
小加表示袁东移后的合约将会有五个变
化以便适应中国交易者的需求袁即合约
标的缩小尧现金结算尧人民币计价尧在亚
洲时段进行清算尧变成每月合同遥

野收购后的耶第三部曲爷就是探讨在
商品市场上实现耶沪港通爷遥 冶李小加说袁
商品市场上如果两地互通互联袁国内外
的投资者就能全方位参与其中袁实现清
算结算保留在各自的主场袁但交易量全
部互通互达袁对投资者来说袁则实现了
在国内外的交易制度尧习惯等不可能完
全融合的情况下袁通过各自熟悉的交易
所尧清算公司袁将无法克服的制度上的
差别消化掉遥 渊来源院东方早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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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所：镍锡期货品种上市条件已成熟

搭建绿色环保平台 探索铅酸蓄电池回收可复制模式

今年 8 月 5 日袁叶打击稀土开采尧生
产尧流通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方
案曳由八部委联合颁布遥 内容为自 8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袁 八部委联合开展
打击稀土开采尧生产尧流通环节违法违
规行为专项行动遥

这是国家第二轮打击黑稀土产
业链的专项行动袁 一位业内人士介
绍袁此次专项整治活动比上一轮更严
厉袁国土资源部甚至启用了卫星航拍
技术和无人机技术遥 野效果上袁黑稀土
的交易肯定有所收敛遥 冶上述人士介
绍说遥

此次联合开展 野打击黑稀土产业
链冶的八部委包括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尧公
安部尧国土资源部尧环境保护部尧海关总
署尧国家税务总局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遥

整个专项活动范围三个阶段院第一

阶段为 8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袁内容为
对稀土矿山尧 冶炼分离和贸易企业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30 日
以来的生产尧 销售数据等资料的核查遥
第二阶段为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5 日袁
内容为检查各地落实叶若干意见曳和专
项行动进展情况遥

目前袁 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告一段
落袁根据业内人士介绍袁此次专项活动
的重点落在湖南和江西赣州遥 8 部委联
合工作组从 9 月份开始进驻袁对这两个
地区的 1-2 个县有特别严厉的整治袁
如在赣州主要检查的地区是全南县遥

业内人士介绍袁第二轮专项整治和
第一轮相比袁最大的不同在于延伸到了
整个产业链的最末端袁问责到村支书这
一级别遥

野工信部的想法是袁要建立拉网的
网点袁实现在线监控遥冶上述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遥
而在技术手段上袁国土资源部更是

启用了卫星航拍技术和无人机技术袁这
是此前的整治行动都没有采取过的遥
野卫星航拍可以将定点精确到一个县里
面袁而一旦接到举报袁还可以派无人机
去当地航拍取证袁这种技术以前只在地
质灾难发生时启用过遥 冶上述业内人士
向记者解释说遥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袁目前是以
举报为主要手段袁未来在打击稀土黑产
业链上的力度会不断加大袁整治行动会
常态化袁并且会加强追责袁建立县长尧镇
长和村长三级问责机制遥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袁经过两轮
的整治袁稀土的非法开采和贸易活动肯
定已经有所收敛遥 野国家部委也已经认
识到目前黑稀土的比例很高袁已经占
到了五六成遥 打击黑稀土产业链袁对

稳定价格和稳定产业链体系都有本
质的利好遥 如果黑稀土产业链存在袁
那么管控指标都是空的袁国家一说收
储袁价格反而下跌遥 冶湖南南方稀贵金
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渊下称南交
所冤稀土产品交易中心负责人吴海明
解释说遥

与此同时袁为了给正规的稀土交易
拓展渠道袁南交所已经开放全品种的稀
土证券化交易袁未来稀土也将成为和黄
金尧白银一样的投资品遥

吴海明表示袁 稀土交易平台的推
出袁短期内对稀土定价权的影响不会立
即显现遥但公平尧公正尧公开的交易规则
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稀土产品的市场
化水平袁促使价格形成机制更加规范标
准和公开透明袁也更容易让交易商或投
资者在交易中发现稀土资源的真实价
格遥

稀土新增交易平台 多部委打击“黑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