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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鑫运莱合金材料有限公
司院位于上海普陀区中山北路 2550
号渊中国有色金属交易中心冤上海
物贸大厦 1115 室袁公司将本着野诚
信赢天下和商贵诚信冶 的理念袁以
品牌的产品尧市场的价格和诚心的
服务质量袁服务于广大客户渊朋友冤
并建立长期友好的供需关系遥

联系人院卢雪秋
电话院021-62856591

13817203080
传真院021-62856593
电子邮箱院892395611@qq.com
地址院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550
号物贸 1115 室

7 月 13 日袁 美国就中国对锑尧
钴尧铜尧石墨尧铅尧镁尧滑石尧钽和锡等
九种原材料的出口关税措施提起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袁
指称我对相关原材料产品施加的出
口关税措施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相
关承诺不符遥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就此
发表谈话袁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提
出的磋商请求遥

该负责人表示袁中方一贯尊重世
贸规则袁中方对相关原材料的出口关
税管理措施是在面临日益严峻的资
源和环境压力下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对资源类产品进行的科学管理袁是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措施的组成
部分袁符合世贸规则的规定遥 中方对
美方对此提出磋商请求表示遗憾袁将
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予以妥
善处理遥 渊来源院商务部冤

叶环境影响评价法曳
渊以下简称 叶环评法曳冤7 月
2 日通过修改遥叶环评法曳于
2003 年实施袁 其立法旨在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袁预
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
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袁
促进经济尧 社会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遥 在颁布实施 13
年期间袁 这一法律在预防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但野卡着
审批吃环保尧 戴着红顶赚
黑钱冶尧野环评变坏评冶等立
法漏洞也日益暴露出来遥
叶环评法曳 的修改势在必
行遥

新修改的叶环评法曳提
高了未批先建的违法成
本袁 大幅度提高了惩罚的
限额遥 项目如果是上亿元
的话袁 罚款可以超过百万
元遥 可以责令恢复原状袁则
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
野打水漂冶袁 这将对企业产
生强大威慑力遥

一是弱化了项目环评
的行政审批要求遥

修改前的叶环评法曳试
图通过行政审批增强其强
制力遥 然而袁实践表明袁这
一设计使环评越来越背离
制度设计的初衷遥 环评的
目的逐渐从改善项目环境
质量演化成了 野通过审

批冶袁环评成为建设项目或规划草案获得
行政准许的工具袁沦为建设项目的野买路
条尧敲门砖冶遥为了通过审批袁一些环评机
构开始造假袁 导致环评机构和环评人员
信用丧失袁环评体系遭受系统性损害袁甚
至影响了环评制度的信用遥

新修改的叶环评法曳规定袁环评行政
审批不再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
目核准的前置条件袁 即环评的行政审批
要求被弱化遥压缩了环评审批权的空间袁
将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改为备案袁 不再
将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作为环评的前置
条件袁取消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尧环境影响
报告表预审等遥环评审批弱化事前尧强化
事中和事后监管袁 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
正确定位袁提升行政管理效能袁发挥宏观
控制作用遥

二是强化了规划环评遥
规划环评在我国难以开展的原因之

一在于袁 规划编制机关主动开展规划环

评或主动采纳规划环评结论和建议的积
极性不高遥此外袁环境评价与相关规划学
科之间存在天然隔阂袁 受规划编制机关
委托具体承担规划编制的咨询机构 渊如
规划设计院等冤 对规划环评研究不甚深
入袁与规划环评的具体承担机构渊如高校
或地方环境科学院所等冤 之间往往存在
意见分歧袁 造成环评的结论和建议难以
实质性地被采纳遥 有些被采纳的意见不
接地气袁在实践中又很难落实遥

修改后的叶环评法曳规定袁专项规划
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
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袁 不采纳
的袁应当说明理由遥这一修改将增强规划
环评的有效性袁 规划编制机关必须对环
评结论和审查意见进行响应遥 修改后的
叶环评法曳规定袁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
目环评的重要依据袁 且后续的项目环评
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袁 这也进一
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遥

三是加大了处罚力度遥
修改前的叶环评法曳对未批先建违法

企业处罚力度不够遥 未批先建的企业受
到的处罚只有停止施工尧补做环评尧接受
处罚袁最多处罚 20 万元遥 这一罚款额度
对于动辄投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尧 数百
亿元的大型项目来说就是 野九牛一毛冶遥
导致在实践中部分企业投机取巧袁 先上
车后补票遥这就让企业产生了逻辑错位院
一个规规矩矩做了环评的企业袁 可能因
未通过审批而不能立项曰 另一个环评违
法企业只要肯认罚袁缴纳至多 20 万元的
罚款袁就能通过审批遥这就导致违法企业
成本低尧守法企业成本高袁甚至出现野劣
币驱逐良币冶的现象遥

新修改的叶环评法曳提高了未批先建
的违法成本袁大幅度提高了惩罚的限额遥
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袁 可对建设项
目处以总投资额 1%以上 5%以下的罚
款袁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遥项目如果是上
亿元的话袁罚款可以超过百万元遥可以责
令恢复原状袁 则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
会野打水漂冶袁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
力遥

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尧强化规划环评尧
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袁新修改的叶环
评法曳目的在于实现从源头减少环境污
染的目标遥 当然袁要使环评制度更好地
发挥作用袁还需强化规划环评袁促进其
参与综合决策并发挥实质性作用曰强化
公众参与袁以社会监督防止权力任性对
环评的干预曰强化法治以形成对行政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袁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
改革遥

渊来源院中国环境报冤

近日袁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今
年前 5 个月的经营情况院平稳运行袁主要产品价格有
所提高袁行业效益持续改善袁主营业务收入 22074 亿
元尧利润 687.4 亿元袁同比分别增长 2.6%尧8.6%遥 行业
减亏成效显著袁亏损企业亏损额 176.0 亿元袁同比下
降 11.8%袁其中铝亏损企业亏损 40.5 亿元袁同比减亏
22.4%遥 全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27 亿元袁同比增
长 2.0%遥

从数据来看袁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出现了可喜的
情况袁这自然与我国房地产回暖尧投资增加等各种因
素有关袁也与行业产量调整有关遥 但长远来看袁整个
有色金属工业在调结构和转型升级方面任务依然较
重遥

据业内人士分析袁 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野新常态冶袁有色金属市场需求低迷袁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尧市
场供求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遥

特别是 2014 年以来袁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持
续下跌袁铝价一度跌破万元袁铜尧铅尧锌尧镍价格比金
融危机前的高点分别下跌 60%尧50%尧40%和 80%左
右袁部分品种已跌破平均生产成本线袁2015 年有色金
属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零增长袁 利润总

额同比下降 13.2%袁 亏损企业数及亏损额大幅增加袁
大部分企业陷入生产经营困难局面遥

困难的增加袁 也让整个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
加突出袁如何化解这一难题袁成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
扭亏为盈的关键遥

不久前袁国务院公布了叶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
见曳(下称叶指导意见曳)袁提出了重点品种供需实现基
本平衡袁电解铝产能利用率保持在 80%以上袁铜尧铝
等品种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明显增强袁 稀有金属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袁 再生有色金属使用比重
稳步提高袁重点工艺技术装备取得突破袁有色金属材
料消费量进一步增加袁 重大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取得
实质性进展等主要目标遥

叶指导意见曳还明确了三方面的重点任务院一严
控新增产能袁坚决落实叶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
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曳等有关规定袁确有必要的电解铝
新(改尧扩)建项目袁要严格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
方案袁并在网上公示遥 同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袁严厉
查处违规新建电解铝项目袁 并将按照有关规定对违
规新增产能的有关方面和人员严肃问责遥

二是加强环保尧能耗尧质量尧安全等方面的公平

执法袁依法依规促使不符合法律法规尧产业政策和相
关标准且经整改不达标的企业关停退出遥

三是扩大市场应用遥 叶指导意见曳特别强调了建
立行业协会牵头的上下游合作机制袁 解决制约有色
金属产品应用的工艺技术尧产品质量尧工程建设标准
等瓶颈问题袁实现从制造商向服务商的转变袁通过服
务型制造促进创新突破袁拓展有色金属产品在航空尧
汽车尧建筑尧电子尧船舶及海洋工程尧包装等领域的产
业化应用遥

据专家介绍袁 目前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仍存在基
础共性关键技术尧 精深加工技术和应用技术研发不
足袁产品质量稳定性差尧成本高等问题袁大飞机用高
强高韧铝合金预拉伸厚板和铝合金蒙皮板尧 电子级
12 英寸硅单晶抛光片尧大直径超高纯金属靶材尧乘用
车覆盖件 ABS 板等尚不能稳定生产遥因此袁整个行业
需要着力弥补发展短板袁 力争重点工艺技术装备取
得突破遥

行业的整体回暖也引来专家的担心院 很可能像
钢铁行业一样袁伴随着价格回升袁出现已关闭产能复
产尧未投产产能加快投产的现象袁这将不利于整个行
业的长远发展遥

渊来源院中工网冤

有色行业整体回暖引发对已关闭产能、未投产产能关注

工信部 18 日印发 叶工业绿色发
展规划渊2016原2020 年冤曳袁加快推进
工业绿色发展遥 其中袁 指明到 2020
年袁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建立袁绿色制
造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国际
竞争新优势遥

当前袁 我国工业尚未摆脱高投
入尧高消耗尧高排放的发展方式袁资源
能源消耗量大袁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
出袁 迫切需要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尧
资源消耗低尧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制造
体系遥

工信部提出袁到 2020 年袁绿色发

展理念成为工业全领域全过程的普
遍要求袁工业绿色发展推进机制基本
形成袁工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
升遥

在绿色制造产业方面袁将大力开
发绿色产品遥 电动汽车及太阳能尧风
电等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显著
提升袁节能环保装备尧产品与服务等
绿色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方面袁将建
立百家绿色示范园区和千家绿色示
范工厂袁主要产业初步形成绿色供应
链遥 渊来源院新华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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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会员单位介绍铱

上海鑫运莱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揖公平贸易铱

商务部就美国起诉中国原材料
出 口 关 税 措 施 发 表 谈 话

工信部称将在 2020 年
初步建立绿色制造体系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地址院上海市光新路 88 号

203 室

邮编院200061
电话院021-55600666
传真院021-56666685
网址院www.csnta.org

欢迎加盟上海有色
金 属 行 业 协 会

热忱欢迎广大有色金属企

事业单位加盟袁 共同为发展有

色金属事业作贡献遥 会员单位

按协会叶章程曳规定袁按时缴纳

会费渊2500/年冤袁同时可享受下

列服务院
1尧参加协会举办的各类活

动袁如论坛袁展览会袁产品推介

会袁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袁新工

艺尧新技术交流会袁先进装备尧
国内外考察等遥

2尧根据会员的实际需要提

供专项服务袁如项目咨询袁资料

收集袁调解纠纷袁为经营活动牵

线搭桥等遥
3尧会员单位信息编入叶上

海有色网曳的协会专区袁优先在

协会的杂志尧 周报及手机网上

展示企业产品的科技成果袁并
获赠 叶上海有色金属曳 杂志和

叶上海有色金属信息曳周报遥
会员单位可委托本协会组

织企业发展规划研讨会袁 新产

品尧新技术尧新设备发布会尧推
介会等渊相关费用自理冤遥
协会账户院
户名院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账号院121908045310702
开户行院招商银行虹口体育场

支行

上海有协节能技术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我公司由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协会出资并控股的集科

技研发尧销售尧服务于一体的

新兴节能技术公司袁注册资金

100 万元遥
公司经营范围为节能技

术咨询评估尧节能技术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尧技术转让尧技术

咨询尧技术服务尧商务咨询尧合
同能源管理和销售机电设备尧
金属材料两大服务板块遥

公司秉承为国家节能减

排的宗旨袁 致力于环保节能尧
高科技产品研发及应用推广曰
坚持野服务企业袁贡献社会冶的
工作理念袁 以一流的技术尧一
流的品质尧一流的服务袁为企

业实现节能增效袁为建设节约

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联络方式

地址院 上海光新路 88 号 203
室

邮 编院200061
传 真: 021-56666685
总经理院何耀祖 13651154576
设备销售院王军 13901316476
E-mail院fumt@grin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