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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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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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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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9 月 8 日发布叶再生铅行业
规范条件渊征求意见稿冤曳遥 业内人士指
出袁根据征求意见稿袁工信部将引导行
业绿色发展袁龙头企业将在资金尧政策
等方面获得支持遥

近年来袁再生铅行业无序竞争的问
题严重袁对环境形成了危害遥

据介绍袁非法小冶炼企业具有投资
小尧收益大尧流动性强的特点袁往往屡禁

不止遥正规企业采用全密闭的破损分离
装置袁 产生的污酸污水全部进行处理袁
并采用预脱硫低温熔炼工艺袁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遥而小冶炼通常采用人工破碎
分离的方式袁 生产过程中污酸污水横
流袁不仅环境污染严重袁而且对人体健
康伤害极大遥

为此袁工信部对现行的叶再生铅行
业准入条件曳进行了修订袁形成了叶条

件曳的征求意见稿遥
意见稿对再生铅准入企业的项目

建设条件和企业布局尧生产规模尧质量尧
工艺和装备尧 能源消耗及资源综合利
用尧环境保护尧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尧规
范管理等袁作出详细规定遥

工信部人士表示袁野由准入条件变
为规范条件袁体现了政府管理思路由原
来的强制审批转变为规范引导袁正面引

导企业向绿色发展方向努力袁满足规范
条件要求的企业能够在资金尧政策等方
面获得倾斜遥 冶

该人士表示袁野通过此次修订袁希
望在耶十三五爷期间能够将再生铅行业
带入绿色发展的队伍中袁 使其既能满
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袁 又不增加环境
负担遥 冶

渊来源院 中国证券网冤

野十三五冶期间工信部或将引导再生铅行业绿色发展

近年来袁汽车尧轨道交通尧航空和船
艇四大交通运输领域轻量化趋势愈加
明朗遥 铝合金型材因为多种优良特性
成为实现轻量化交通的重要型材原料袁
用量增长迅速遥

政策方面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近期发布 叶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42
号文件的具体工作方案曳的报告袁提出
将重点扩大铝的应用袁将用三年时间扩
大 600 万吨铝的应用袁其中交通用铝是
主要方向遥

轻量化成趋势

减轻交通工具自重可降低油耗尧提
高运输效率袁对于减轻环境污染有着重
要意义遥

交通用铝已成为铝行业新的经济
增长极遥 据分析机构 CRU 预测袁全球
范围内袁终端铝消费增速在 6%以上袁交
通运输用铝需求增速将超过 8%遥 据铝
业专家介绍袁交通设备使用铝材料比使
用钢铁材料重量轻 30%以上袁且安全系
数也有可靠保障遥 因此袁交通设备制造
业使用铝合金实现轻量化是一大趋势袁
凭借质量轻以及很好的抗氧化尧耐腐蚀
性能袁铝合金未来在交通运输上的应用
将越来越广泛遥

此外袁铝材一大优势是可以反复利
用袁同时节约原铝生产环节所需的 95%
能源袁与其他材料相比更具环保性袁且
回收再利用的铝几乎可用在任何领域遥
目前袁铝在金属回收中凭借其较高的废
料价值袁在废旧汽车处理领域扮演重要
角色遥

近年来袁随着汽车尧轨道交通尧航空
航海业的飞速发展袁欧洲交通领域的铝
需求量已翻了三倍之多袁未来该数据还
将成倍增长遥 中国交通的野轻量化冶刚
刚起步袁本土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袁了解
中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大有可为遥 冶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来看袁
在汽车尧航空尧船舶尧轨道等交通领域袁
铝材产品正成为野新宠冶遥 行业人士指
出袁在乘用车尧全铝化挂车尧铝制油罐
车尧C80 运煤敞车尧高铁尧城铁尧地铁
等交通运输领域袁 未来可增加 1000
万吨的市场用铝容量袁野大飞机冶尧轮
船游艇项目的推进也给铝行业带来
发展机遇遥

事实上袁 铝合金材料广泛应用于
航空工业已接近一个世纪遥 中国航空
工业的专家表示袁野在钛合金和复合材
料的竞争下袁 目前铝合金在航空工业
尤其是军用航空的单机用量占比有所
下降袁而对铝材性能要求在提高遥 发展
超高强铝合金袁 高损伤容限合金以及
大型整体结构的高强尧高韧尧高淬透性
合金成为主要趋势遥 冶 该专家同时指
出袁虽然铝合金材料占比下降袁但由于
民用飞机和军机数量上升袁整体来看袁
航空用铝总量仍然上升遥 此外袁C919

大飞机航材国产化也是国产铝合金材
料在航空领域增长点之一遥

车用铝材被看好

目前袁铝合金型材尧板带尧铸件尧锻
件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遥 中国
铝业公司中铝科学技术研究院铝加工
工艺研究所所长赵丕植预计袁 未来五
年袁乘用车车身用铝合金板材的年复合
增长率或超过 25%袁2020 年全球需求
量将达 250 万吨曰中国汽车轻量化的序
幕已经拉开袁2020 年覆盖件用铝合金
板材市场规模将超过 30 万吨袁 内饰结
构件及商用车板材超过 70 万吨袁 合计
达 100 万吨遥 随着国内产业链迅速发
展袁 有专家预计 2021 年国内将与欧洲
市场一样使用全铝机身遥

新能源车辆的崛起也为铝合金在
车辆应用上开辟了一片蓝海遥 受能源
形式限制袁更轻的铝合金车身可降低能
耗袁 成为延长里程的主要突破方向之
一遥 铝合金用在新能源汽车可提升效
率尧降低油耗和节能减排袁全铝车身是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发展方向之一遥

另一个对运输轻量化有需求的则
是公路物流行业遥 行业人士指出袁从公
路运输方式来看袁 长距离高速公路运
输袁大功率大吨位的半挂车将是主流车
型遥 由于铝合金半挂车比全钢半挂车
整车重量轻 3.5 吨左右袁相当于在运营
中可以比全钢结构半挂车多拉运 3.5
吨货物遥以全年运营 15 万公里计算袁铝

合金车厢在行驶中利用其轻量化优势
可多创效益 15 万-18 万元遥 空载运行
中也将大大节省油耗遥

近期政 策的变 化方 面 袁8 月 18
日袁交通运输部尧公安部联合印发叶整
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
行动方案曳袁将严格按照新修订的叶汽
车尧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尧轴荷
及质量限值曳对车辆进行治理超限超
载工作渊简称野治超冶冤遥 这意味六轴车
最大轴荷将不得超过 49 吨袁 较此前
降低 6 吨遥

产业链亟须通力合作

从近年来的数据看袁国内高端铝加
工行业正迎头赶上袁无论是投资规模还
是盈利能力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袁成为
行业新兴力量遥

中国企业优势在于院虽然起步晚袁
但持续引入最新最先进的设备遥 以铝
挤压设备为例袁 中国忠旺目前拥有逾
90 条铝挤压生产线袁 其中 75MN 及以
上的大吨位铝挤压机数量就有 21 台曰
而很多国际竞争对手挤压机规模多在
50MN 以下曰此外袁部分有前瞻眼光的
企业在研发上投入重金袁以求获得技术
突破遥

交通用铝产业链上下游各方加强
协作与交流袁形成一套互相促进研发应
用的体系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行业协会应
起到资源整合的领导者作用遥 以爱励
为例袁李伟表示袁爱励遍及全球的研发

应用体系网络袁涉及实验室模拟尧碰撞
测试尧防腐尧成型等多个铝合金加工应
用的环节袁有数十家国际机构尧实验室
和公司参与其中遥 宝马等世界知名汽
车厂商有数百人的车身轻量化团队袁在
共同合作中能够给予下游厂商材料建
议与要求袁有助于缩短研制应用周期袁
达到产能迅速有效投放袁从而带领行业
迅速发展遥 国内目前整车厂在这一点
上还难以达到这一水平遥

前述航空工业专家则认为袁从国防
工业的高度来看袁中国要建立起自己的
航空铝合金体系袁该体系以 2 系和 7 系
合金为主袁但是铝锂合金尧耐蚀可焊铝
合金也是重要发展方向遥 同时袁充分利
用国内的装备条件和工艺技术积累袁实
现国内铝合金材料性能和质量的全面
提升袁实现高端铝材的自主保障遥此外袁
加强材料研制和应用研究的一体化尧全
过程研究袁充分合作袁相互配合袁缩短铝
合金的研制尧应用周期遥

交通用铝热度乍起袁各种产能正在
或者已经在投放之中遥 部分相对低端
产品产能过剩的趋势已经出现遥 有业
内人士指出袁交通轻量化大蛋糕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厂家加入高端铝加工产业
的阵营遥 但在某些特殊应用领域袁例如
特种航空材料袁每年用量有限遥 若厂家
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袁产能过剩乃至出现
价格战的局面将很快出现遥 如何使行
业有序健康发展袁不再重复野一哄而上尧
产能过剩尧惨淡出清冶的老路袁值得业界
各方思考和行动遥 渊来源: 中国证券报冤

需求爆发产业升级 交通用铝开启千亿市场

近日袁上海市市政府举行了首
批贸易型总部颁证仪式遥 上海市
副市长周波尧 副秘书长金兴明出

席了会议遥
经市商务委会同各市级部门认

定袁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渊下称院上海钢联冤在内的 94 家上
海单位被认定为野上海市首批贸易型
总部冶遥

上海市贸易型总部认定是为落
实叶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关于印发的通知曳
渊沪商综也2015页48 号冤文件精神袁为进
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袁构筑开放型
经济新优势袁鼓励具有国际国内资源
配置能力的企业在沪设立贸易型总
部袁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
设而开展的遥

首批贸易型总部拟认定 94 家袁
分 A尧B尧C尧D 四种类型袁A 类企业以
国内批发零售为主营业务袁B 类企业
以国际货物贸易为主营业务袁C 类企
业以物流仓储或国际服务贸易为主
营业务袁D 类企业以平台交易为主营
业务遥 此次上海钢联被授牌贸易总
部袁属于 D 类企业遥渊来源院钢联资讯冤

揖会员动态铱

上海钢联获批上海市首批贸易型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