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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2日袁 由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尧 上海市
汽车工程学会尧 太仓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主办袁 太仓市双凤镇
人民政府承办的 2017 上海-
太仓野有色金属 & 汽车冶产业
链合作发展论坛在太仓市双凤
镇华丽菲尼克斯渡假村召开遥

此次论坛邀请了上海市经

信委新材料处李慧民副处长尧
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朱宁宁
副会长尧 太仓市副市长许超震
等政府协会领导袁 上海交通大
学尧上海同济大学尧上海大学尧
上海理工大学材料学院的院
长尧主任尧教授及上海与太仓有
色金属尧 汽车产业链中的企业
参加遥 此次会议吸引共计 100

余人前来参会遥
会议由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
丽主持袁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
会朱宁宁副会长与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协会徐明会长分别
对于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
致开幕词遥 随后袁太仓市副市
长许超震与双凤镇党委书记
蔡东辉对与会人员表示了欢
迎袁并对太仓市以及双凤镇进
行了生动的介绍遥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 野开拓
思路尧产业联动尧互为互补尧集
聚发展冶旨在搭建一个平台袁将
有色金属材料的前端工艺尧产
品设计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尧与
下游汽车制造商尧 汽车后市场
进行深度对接袁 为上海及上海
周边地区汽车及相关产业的协
调与联动发展袁做出努力遥主办
方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董杰教
授尧 上汽集团乘用车分公司张
勇博士与同济大学严彪教授分

别对 叶轻合金材料的新趋势与
新动向曳尧叶整车轻量化技术新
要求曳以及叶先进的汽车压铸工
艺与技术曳主题演讲遥

在论坛现场互动交流的环
节中袁作为此环节的主持人袁上
海市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梁元
聪围绕轻金属材料尧 合金材料
未来在各领域内的运用发展问
题展开讨论遥 中国商飞上海飞
机制造厂原党委书记郁德昌讲
述了 野轻金属材料在航天航空
上的运用现状冶袁随后尧浙江申
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尧 交通大学王以华教授也分
享了自己对于 野钛合金材料在
交通运输上运用冶 的心得遥 同
时袁 三位演讲嘉宾及华域汽车
高级工程师沈亚辉等多位上海
与太仓的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
探讨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遥

最后袁在总结发言中袁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专家委员会名誉
主任尧 协会老会长张敏祥表示

此次合作发展论坛是一个很好
的契机袁 无论对于有色金属还
是汽车相关的各制造商都是一
个很好的平台袁 将上海及周边
城市的企业结合起来袁 从来带
动城市与行业更好的发展遥 上
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材
料处李慧民副处长则在发言
中袁 鼓励协会将此类会议继续
积极地开展下去袁 并且在会议
中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企业间的
提问交流上遥集中问题尧整合资
源尧分析

此次论坛过程中袁当天上
午袁主办方太仓市工业经济联
合会也组织邀请了与会人员
参观太仓城市规划展览馆尧江
苏博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
江苏车视杰电子有限公司袁并
受到来自双凤镇党委书记蔡
东辉与两家企业领导负责人
的热情接待遥

本次会在热烈气氛下圆满
落幕遥

“开拓思路、产业联动、互为互补、集聚发展”
——— 2017上海 -太仓“有色金属 &汽车”产业链合作发展论坛圆满落幕

本报讯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四届五次理事会于 2017
年 5月 24日在上海德力西大厦会议室举行遥徐明会长主持会
议袁实到理事及理事代表 29 位袁超过总理事数的 2/3,符合理
事会决议人数遥

根据市有关政策要求和协会章程规定袁理事会对部分理事
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增补遥审议并通过了调整海亮金属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周巧云同志为协会四届理事会副会长曰免去上海召申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理事单位袁负责人程新党四届理事会理事职
务曰以及葛建国同志内部承包上海市有色金属计量检测站的各
项决议遥

随后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向各位理事通报了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上半年以来所做的工作袁其中院上海蓄电池
环保产业联盟在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上海推进上海市建
设铅酸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前期所做的铺垫工作以及未来的
实施规划曰作为上海市有色金属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实施
单位袁协会已对企业技能人才评价项目野蓄电池配送渊专项冤冶尧
硅片加工渊专项冤进行开发立项曰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于今
年发布了叶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清单曳袁上海市有色金
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着手修订袁其中 5项标准的修订建议已
由协会提出袁审议立项后将实施修改曰协会承接了上海市商务
委公平贸易处关于野上海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摩擦形势分析及
对策研究冶项目袁致力于通过全面摸底上海有色金属进出口贸
易情况袁分析现状及问题袁提出具体的对策尧建议和工作方案遥
介绍完工作后袁刘秘书长呼吁各理事及理事代表积极配合协会
的各项工作袁将上海有色金属行业更规范有序地发展下去遥

最后袁 理事们对各自企业 2017年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做
了大致的介绍袁并对近期出现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遥 随着国家
近些年来相关政策的调控袁各品类企业的处境不尽相同遥 上海
对于环保方面的整治力度不断加大袁也让部分企业的生存压力

陡增遥 就此类问
题袁 各理事发表
了各自的观点与
建议袁 并希望今
后各企业间多进
行互通交流袁达
到信息互通遥

会议也在热
烈的讨论中落下
帷幕遥

本报讯 5 月 13 至 14 日袁
2017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镍
钴分会渊温州冤交流会袁在美丽富
饶的温州乐清胜利召开袁 并取得
了圆满成功遥

会上袁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作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袁首先刘秘书长代表行业
协会对此次镍钴分会渊温州冤交流会
的召开表示了祝贺袁并对几年来镍
钴分会的工作成绩作了肯定袁 对支
持协会工作的企业家们表达了谢意袁 还就协
会的各项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了报告和传达遥

随后袁镍钴分会洪杰会长代表镍钴分
会致辞遥洪会长回顾和总结了镍钴分会七
年来的发展情况袁并对分会里支持和关心
分会发展的领导和会员们表达了诚挚的
感谢遥 会上袁洪会长还亲自为新任的镍钴
分会副会长郑文忠总经理颁发了副会长
证书袁并合影留念遥

在镍交流环节袁首先由镍钴分会副会
长尧上海曲成贸易有限公司冯勇总经理从
技术角度给大家作了深度分析遥 分析指
出袁 目前的镍已处于大的调整周期的末
端袁短期以弱势调整为主袁建议大家关注
下半年低点后的入场机会遥在自由交流阶
段袁有色届前辈袁镍钴分会副会长尧中浪集
团公司吉真辉副总经理也给大家分享了
个人对镍今后走势的看法袁吉总从上游的
不锈钢生产和消费情况以及镍的基本面
给大家作了详细的分析遥

在钴交流环节袁 镍钴分会副会长尧南
京浩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姜辉总经理袁当
场给大家画出了MB电解钴近 10年的走
势图袁并结合数据袁就这十年的几波行情给

大家作了一一剖析遥姜总认为袁每次钴的行
情都是基于供需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袁提
醒大家关注基本面的变化尧把握市场机会遥
随后袁镍钴分会副会长单位尧格林美供应
链管理公司的黄云跃经理袁则从他们生产
和需求的产业链的角度袁向大家介绍了他
们产量尧消费尧成本以及盈利情况袁使大家
对钴的供应链环节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遥

交流中袁上海贵藏物资有限公司郑美
华总经理袁从美元的走势和加息周期等宏
观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遥整个交流会充
满了热烈的气氛遥 很多会员表示袁这样的
交流平台很好袁希望协会以后能创造更多
的交流机会遥

会议期间袁还受到了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协会副会长倪佐仁以及镍钴分会副会
长倪灿坚尧郑文忠的热情招待遥 上海贵藏
物资有限公司也为大家送上了纪念品遥

本次会议由镍钴分会秘书长葛峰主
持袁上海金属网颜荆伟总经理等嘉宾也应
邀参加了本次的交流会遥 会议间隙袁嘉宾
们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遥本次交流会
还得到了中国镍钴网尧上海金属网等媒体
网站的支持遥

上
海
有
色
金
属
行
业
协
会
四
届
五
次
理
事
会
顺
利
召
开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镍钴分会（温州）交流会顺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