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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袁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协会渊有
色金属行业主管部门冤负责人座谈会在洛阳召
开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陈全训出席
会议并讲话遥 洛阳市副市长侯占国袁河南省有
色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尧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跃民分别致欢迎词遥 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副会长赵家生主持会议并作报告遥
会议总计邀请了来自全国 28 个省区市有色金
属行业协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 50 多位代表遥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徐明与秘书长兼
副会长刘秋丽应邀出席遥

陈全训在讲话中指出袁今年以来袁面对复
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持续较大的经济下
行压力袁 我国有色金属行业总体运行的特点

是院 生产稳定尧 消费增
长尧 价格回暖尧 效益好
转遥
全行业的发展呈现三大
亮点院 一是行业自律得
到明显加强曰 二是调整
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
的能力不断增强曰 三是
企业加强管理降本增效
取得明显效果遥 对于如
何看待当前行业发展的
形势袁总体判断是院转暖
的基础尚不稳固袁 发展
的前景依然光明袁 技术

创新将引领产业迈向新高度遥 最后袁陈全训就
如何贯彻落实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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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意见曳文件精神袁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希
望院要深入学习袁广泛宣传袁认真领会文件精
神曰要强化调研袁建言献策袁努力促进政策落
地曰要加强联络袁沟通情况袁及时反映行业共性
问题遥

赵家生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今年以来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袁就贯彻
落实中办尧国办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曳提出了建
议和要求袁 并强调协会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袁
共同健康发展遥 渊部分来源院中国有色金属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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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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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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中国渊上海冤国际有色
金属展渊CINME 2016冤于 10 月
10 至 12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袁 有来自全球的数百家最
具代表性的有色金属及上下游企
业参与袁 吸引到数万名专业观众
前来参观袁 展出内容涉及有色金
属制品和原辅材料尧 加工技术与
设备尧 绿色精炼及回收再生等领
域袁涵盖整个产业链遥同期除大力
邀请建筑工程尧汽车制造尧航空航
天尧机械设备尧电力工程尧生物制
药尧医疗装备尧通讯电子尧家用电
器尧轻工纺织尧食品尧化工等领域
的专业采购商外袁还将举办野中国
国 际有 色金 属 市 场 与 技 术 论
坛冶尧野废旧金属回收及绿色再生
研讨会冶等精彩配套活动袁深度
展示有色金属产业链全景袁创新
引领行业野存量提质增效袁增量
转型升级尧 低碳绿色发展冶遥 同
时袁作为全球钛行业最具规模和
影响力的展会袁中国国际钛业展
览会渊TIEXPO冤始终秉承行业使
命袁立足市场前沿袁凝聚野钛智
慧冶尧聚力野钛发展冶袁积极探索钛
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技术创
新之路袁倾力打造最具权威与专
业性的钛业盛会遥 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协会作为参展单位参加了本
次展会遥

10 月 18 日袁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
发 布 了 叶有 色 金 属 工 业 发 展 规 划
渊2016原2020 年冤曳即有色金属工业野十
三五冶 发展规划 渊工信部规也2016页316
号袁以下简称叶规划曳冤遥 叶规划曳提到袁到
2020 年底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迈入世界
强国行列遥

叶规划曳提出袁以加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扩大市场需求为主线袁 以质
量和效益为核心袁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力袁以高端材料尧绿色发展尧两化融合尧
资源保障尧国际合作等为重点袁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袁拓展行业发展新空间袁到
2020 年底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迈入世界
强国行列遥

叶规划曳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尧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尧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尧
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尧 提高资源供给
能力尧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尧积极拓展应
用领域尧 深化国际合作等 8 项重点任

务袁 并以专栏形式列出 7 项发展重点
和 4 项重点工程遥 叶规划曳作为野十三
五冶 时期指导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专
项规划袁 将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转型升
级袁持续健康发展遥

在转型升级方面袁叶规划曳提出袁航
空铝材尧电子材料尧动力电池材料尧高
性能硬质合金等精深加工产品综合保
障能力超过 70%袁 基本满足高端装备尧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需求遥 产业布局进
一步优化袁低效产能逐步退出袁电解铝
产能利用率达到 80%以上袁产业集中度
显着提高袁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袁国际
产能合作取得明显进展遥

在大力发展高端材料方面袁叶规
划曳 提出袁 以满足我国新一代信息技
术尧 航空航天尧 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
舶尧先进轨道交通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等高端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为重点袁
通过协同创新和智能制造袁 着力发展

高性能轻合金材料尧 有色金属电子材
料尧有色金属新能源材料尧稀有金属深
加工材料等袁提升材料质量的均一性袁
降低成本袁 提高中高端有效供给能力
和水平遥

围绕大飞机尧乘用车尧高铁尧船舶尧
海洋工程等重大装备高端制造领域袁
叶规划曳强调要加快实施大规格铝锂合
金铸锭熔炼铸造尧 高精薄板带高速气
垫式连续热处理系统尧 大卷重高精度
宽幅镁合金带材制造尧 钛合金型材挤
压加工与在线精整矫直尧 大规格钛合
金材尧3D 打印粉等生产线改造提升袁
到 2020 年袁航空尧乘用车及货运列车用
高性能轻合金材料袁 海洋工程及航空
用钛尧铝合金材等实现稳定供给袁国际
竞争力不断提高遥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成
电路尧功能元器件等领域需求袁利用先
进可靠技术袁 加快发展大尺寸硅单晶

抛光片尧超大规格高纯金属靶材尧高功
率微波/激光器件用衬底及封装材料尧
红外探测及成像材料尧 真空电子材料
等袁 实现新一代微电子光电子功能材
料尧 智能传感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取得
突破袁 提升高端有色金属电子材料供
给水平遥

围绕储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需
求袁 重点发展大容量长寿命储能电池
正极材料尧负极材料尧高性能铜箔和铝
箔袁 以及低成本高质量的电池级碳酸
锂尧三元前驱体等遥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尧 战略性新兴
产业以及国家重大工程等领域需求袁
重点发展精密硬质合金及深加工制
品尧 大尺寸钨钼板箔材尧 核级锆铪铍
材袁加快技术进步袁提高产品质量袁增
加有效供给遥
渊来源院 中国有色网冤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8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袁 确定进一步精简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袁以深化改革更大释放市场活力曰
决定简化外资企业等审批管理袁 营造扩大开
放的更好环境曰通过叶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曳袁
促进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遥

会议指出袁 在 2013 年尧2014 年两次精简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基础上袁 进一步下放核
准项目袁是贯彻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尧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袁 有利于调动各方发展
积极性袁促进市场主体扩大合理有效投资遥会
议决定袁根据这几年的经验袁可将国家规划范
围内有明确标准的投资项目核准权下放遥

一是对集装箱专用码头尧 内河航运航电
枢纽尧车用发动机尧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等投资

项目袁可下放由省级政府根据国家相关规划尧
准入标准等核准遥 中国铁路总公司投资的铁
路尧桥梁尧隧道等项目由其自行决策遥 研究加
大医疗尧教育尧文化尧体育等社会领域向民间
投资开放力度遥

二是对钢铁尧煤炭尧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
剩行业袁各地不得以任何方式新增产能袁原则
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遥
三是按照谁审批谁监管尧 谁主管谁监管的原
则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袁强化节地节能节水尧
技术尧安全等准入野门槛冶袁对环境影响大尧风
险高的项目严格环评审批遥 用有力的野放冶和
有效的野管冶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遥

渊来源院中国政府网冤

国务院：各地不得以任何方式新增电解铝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