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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上海有色金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2016 年上半年行业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1尧主要金属产品价格触底回升
2016 年上半年袁 受前期政策红利
效应尧房地产回暖等因素影响袁中国宏
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呈现出了企稳迹
象袁 而供给侧改革也持续推动着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袁 经济增长质量效益
有所提高遥
有色金属是国内供给侧改革的重
点行业袁 随着去年底开展行业联合减
产尧供给侧改革成效的逐渐显现袁有色
金属产品在经历 2015 年年底价格出现
断崖式下跌后袁2016 年上半年出现了
触底反弹遥上半年上期所铜尧铝尧铅尧锌尧
锡尧 镍主力合约价格分别上涨了
3.79%尧14.21%尧3.61%尧21.8%尧17.98%和
4.58%袁 有色金属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出

现积极变化袁有色金属正在努力摆脱过
去的阴霾遥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袁主要有
色金属产品价格仍有不同程度下降袁其
中袁铜价同比下降 14.7%袁铝价同比下
降 14.5%遥
2尧产量整体小幅下降袁细分行业
稳步发展转型
2016 年上半年上海有色金属主要
品种产量小幅下滑袁电解铜尧铜材和铝
材产量合计为 41.87 万吨袁 小幅下降
0.57%遥
铝材在经过 2015 年 年底的 低谷
后袁随着下游消费的好转袁已经有了回
暖的迹象遥 今年上半年产量同比增加
4.5%至 254994 吨遥 在日益加快的企业
升级转型后袁铝材未来的应用发展是值

得各方期待的遥
铜材产量则继续下跌遥 从协会统计
的 5 家铜管生产企业上半年的生产经营
情况来看袁 空调等下游行业依旧需求疲
软尧企业转型调整等都对铜管企业的产
量造成了影响遥 5 家企业中有 3 家产量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遥其中一家企业
由于其母公司浙江广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对于整个集团的结构调整袁上半年
产量已经有所降幅遥而另一家在经历了
股权变更后袁公司正在加速高新产品的
研发袁 同时对产品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袁
原本的主要产品内螺纹管的产量同比
有所下降袁 直管与外螺纹管的份额有所
增加袁同比分别提升了 32%以及 25%遥
此外袁上海鑫冶铜业有限公司处于

协会走访龙阳复合铜管、胜华电缆

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以及未
来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与
探讨遥 同时袁介绍了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协会设立的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站与
技能鉴定相关的内容与流程遥
力争为更多企业员工找到一
条更好的提升自身技能的路
径袁 也为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
竞争力添砖加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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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5 日袁 协会副会
长及秘书长刘秋丽尧培训服务中心
主任杨文杰及信息服务中心甘至
圣袁拜访了协会副会长单位上海胜
华电缆渊集团冤有限公司与理事单
位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
司袁此行受到了公司相关领导的热
情接待遥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袁选拔各岗
位中的高技能素质人才袁协会秘书
图左二为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
长刘秋丽和培训中心主任杨文杰分
司总经理 曲少杰
别对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
能鉴定以及上海市职称评审的详细
内容与流程进行了介绍交流遥 两家
企业的相关领导对于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协会设立的有色金属行业特有
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站的工作
均表示了肯定与赞赏遥 对于不同职
业渊工种冤的初尧中尧高级和技师尧高
级技师的评审工作袁不仅能提升企
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与形象袁对于
图左一为上海胜华电缆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各企业员工自身的技能提高与未来
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帮助遥
总经理 李小秋

本报讯 7 月 20 日袁 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与培
训服务中心主任杨文杰袁拜访
了协会理事单位东又悦 渊苏
州冤电子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及上海仓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与苏州新太铜高效管有
限公司袁此行受到了公司相关
领导的热情接待遥
协会在 走访 的过 程中 袁对

环保尧能耗等压力袁在 6 月 30 日正式关
停其铜冶炼的生产线袁 并改为外购阳极
板来生产电解铜遥同时袁由于国内铜板带
产能严重过剩尧环保压力大尧上海商务成
本偏高尧企业历史负担过重袁中铝上铜于
2016 年 2 月关停了铜加工生产线遥
3尧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双双下降
尽管有色金属行业正在逐渐摆脱
2015 年年底的颓势袁 但是主要产品的
价格仍未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袁铜价与
铝价均有超过 10%的降幅袁加上部分产
品产量的下滑袁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双
双有所下降遥 2016 年 1-5 月袁上海有色
金属及压延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下跌 6.6%至 156.64 亿元曰 利润总额为
4.95 亿元袁同比下降 3.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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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色工业和产业发展促进会
7 月 28 日袁上海绿色工业和
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云祥尧 副秘书长冯燕等 5 人来
访协会遥 行业专家黎晓桃和会员
服务中心主任唐宗平进行了热情
接待遥 双方就有色行业中袁节能
减排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遥
黎晓桃专家首先反馈了本协
会所调查的各有色企业的用水情

江苏金奕达参加 2016 年有色技能
鉴定六十六号站第三批鉴定工作
7 月 27 日袁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
定六十六号站 2016 年度第三批鉴定考试工作在上
江苏金奕达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袁 公司 4 名员工
参加了材料成分检验工渊中级冤的应知应会考试遥

况袁同时表示有色行业
中袁大多在实际的生产
加工过程中利用的是
循环水袁因此在企业用
水方面是比较节能环
保的遥 并对绿色促进会
在积极推进节水新技
术尧新工艺上所做的工作表示了 进会的工作袁助力上海的绿色环
赞赏袁也表示会积极配合绿色促 境建设遥

协会组团参观“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铝工业暨上海国际工业材料展览会”
本报讯 7 月 12-14 日袁第
十二届中国国际铝工业暨上海
国际工业材料展览会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遥 来自
全球 3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400

余家铝材生产企业尧 加工设备
供应企业尧 材料工艺加工企业
齐聚一堂袁 共同见证 2016 年中
国铝行业规模最大的盛会遥 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刘秋丽出席展会启动仪
式袁 协会多家会员单位作为展
商参展遥 协会秘书长刘秋丽携
秘书处工作人员拜访了各参展
企业领导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