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袁 在上海市工商业
联合会关于表彰 2015-2016 年度上
海市工商联优秀商会和优秀商会工
作者的决定中袁 我协会荣获 野2015-
2016 年度上海市工商联优秀商会冶荣
誉称号遥

本报讯 2 月 23 日袁为推进上海有色高技能人才培养实施单位建
设袁协会组织各方面专家结合上海有色行业生产性服务实际情况和特
点对于 2017 年有色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实施项目进行商议袁 初步立
项为野铅酸蓄电池配送渊专项冤冶袁野单晶片加工渊专项冤冶

协 会 专 家 初 议 2017 年 有 色
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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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院渊B冤第 0234号

本报讯 2017 年 2 月 9 日袁上海现
代服务业联合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六次
会议顺利召开袁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出席会议遥 会
上袁协会获颁野2016 年度上海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优秀活动奖冶荣誉称号遥

协会荣获野2016年度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优秀活动奖冶

2016年 2015年 同比

上海有色金属合计 41236619 39770674 3.69%
其中院铜材 11438732 11620655 -1.57%

铝材 10403553 9559845 8.83%
电解铜 3140541 3539397 -11.27%
铝合金 371047 309410 19.92%

产品名称 单位 2016年产量 2015年产量 同比

精炼铜(电解铜) 吨 49658.99 44292.67 12.12%

铝合金 吨 159937.37 219502.7 -27.14%

铜材 吨 285150.28 296131.99 -3.71%

铝材 吨 518086.06 508586.19 1.87%

2016年上海有色金属主要品种产量渊单位院吨冤

利润总额情况单位院渊千元冤
2016年 2015年 同比

上海有色金属合计 1350228 901585 49.76%
其中院铜材 143809 -148689 196.72%

铝材 591341 504858 17.13%
电解铜 7964 4992 -37.32%
铝合金 1708 3901 128.40%

1尧 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市场资金
推动有色金属价格触底回升

2016 年是野十三五冶开局之年袁也
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袁 更是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
年遥 今年以来袁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
长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初显成效
以及市场资金的推动下袁 有色金属相
关行业迎来明显复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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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受国内供给侧改革和环
保治理的影响袁 有色金属产品供应减
少袁同时袁下游基建尧房地产等行业的
回暖则带动了终端需求袁 加上国际政
局又有野英国脱欧冶及野美国新任总统
特朗普当选冶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袁引
发国际金融动荡袁避险需求升温袁使国
内大宗商品整体形势向好袁 主要有色
金属消费保持上升势头袁 显著改善了
市场预期遥

2016 年国内市场铜现货年均价为
38163 元/吨袁比上年下降 6.9%袁降幅比
上年收窄近 10 个百分点曰铝现货年平
均 价 为 12478 元/吨 袁 比 上 年 上 升
3.0%曰铅现货年平均价为 14838 元/吨袁
比上年上升 12.5%曰锌现货年平均价为
16734 元/吨袁比上年上升 9.2%袁镍现货
年平均价为 76098 元/吨袁 比上年下降
14.15%遥锡现货年平均价为 122736 元/
吨袁比上年上升 12.23%遥 从数据中可以
发现袁2016 年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价格

有着强力复苏的迹象遥尤其下半年国内
市场铜尧铝尧铅尧锌尧锡尧镍现货均价环比
分别上升了 10.71%尧14.22%尧23.35%尧
32.87%尧22.25%尧28.04%遥

2尧 产量整体小幅下降袁 细分行业
稳步发展转型

2016 年袁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进入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袁随着企业的结构
调整袁逐渐淘汰低附加值产品袁向着低
能耗尧高附加值的产品方向进行研发生
产袁产量整体有小幅下降袁电解铜尧铝合
金尧 铜材和铝材产量合计为 101.28 万
吨袁同比下降 5.57 万吨袁同比下降减少
5.21%遥

分品种来看袁精炼铜(电解铜)在经
历 2015 年产量大幅下降后袁 在新一年
中企业逐步调整袁 产量回升至 4.97 万
吨袁同比增长 12.12%遥 但由于上海原本
仅有一家铜冶炼企业袁 在政府的指导
下袁 今年 6 月关停了其阳极铜的生产
线袁改为外购阳极板来生产电解铜遥 由
于外购阳极板其本身标准与品质的不
匹配和不稳定袁这对于企业电解铜未来
持续性的量产会造成诸多不确定的因
素遥 企业在寻求更稳定尧可靠的供应商
同时袁也在规划着转型升级遥

2016 年袁 铝合金产量下降最为明
显袁产量仅为 15.99 万吨袁减少 5.96 万
吨袁同比下降 27.14%遥 尽管汽车用铝等
下游产业一直处于火热状态袁但上海对
于土地尧环保政策及用人成本等多种因

素限制袁使得部分铝合金生产企业逐渐
搬离上海向周边更贴近于下游市场的
地区发展遥而留在上海的铝合金生产企
业也正在逐步向专精特新发展袁生产更
多高附加值的产品遥

2016 年袁 上海地区铜材产量同比
小幅下降 3.71%至 28.52 万吨遥 主要原
因是有部分企业由于战略转型的原因袁
将主业从铜材生产中转移出去遥 此外袁
下游行业要要要空调尧冰箱等行业持续疲
软也是影响其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铝材作为产量最稳定的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主要产品之一袁2016 年小幅增长
1.87%至 51.81 万吨袁 连续 5 年实现产
量增长遥 但增幅呈现持续回落的态势遥

3尧主营业务收入尧利润总额双双
上升

2016 年袁 上海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 加 工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提 升
3.69%至 412.37 亿元遥 其中袁在铝产业

方面拥有不错的上升势头袁铝材与铝合
金均有 8.83%和 19.92%遥 铜产业则出现
不同程度降幅袁铜材与电解铜分别下降
1.57%和 11.27%遥

2016 年有色金属行业整体形势触
底反弹袁上海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利润总额也有明显提升 13.50 亿元袁
同比上升 49.76%遥 其中袁铜材利润扭亏
为盈袁 相比去年上涨 196.72%至 1.44
亿袁经过 2015 年利润大幅度的下滑后袁
铜加工企业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袁并
且随着整体市场的回暖以及部分品种
加工费上涨袁 企业正慢慢走出 2015 年
的颓势袁逐渐实现盈利遥 铝合金也同比
上涨 128.40%袁 尽管产量有所下降袁但
随着铝价上涨与铝合金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袁利润也有相当不错的增长遥 电解
铜由于成本的上涨尧环保压力的加大等
限制袁利润下跌 37.32%遥 铝材保持其较
为稳定的增长袁 利润同比小幅上涨
17.13%遥

2016 年上海有色金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单位院渊千元冤

协会荣获野上海市工商联优秀商会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