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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备注院参会不收取费用袁交通费和住宿费用自理冤
报名回执请回复至院snta307@csnta.org

日前袁欧委会公布对华光伏案野双
反冶措施期终复审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在 9月 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指出袁欧委会部分吸收了中国政府尧行
业组织尧 企业和有关利害方提交的评
论意见袁 提出进一步调低最低限价的
方案袁 为将最低限价尽快过渡到市场
价格水平迈出了积极的步伐遥 希望欧
方能够尽快终止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贸
易救济措施遥

高峰说院野光伏是新能源领域的
新兴产业遥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上袁中国和欧盟的立场尧目标是一致
的袁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尽快终止对中
国光伏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袁为双方
业界的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
的商业环境袁实现双方产业的互利共
赢袁共同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遥 冶

(来源: 国际在线(北京))

美国针对中国铝箔产品
的 野双反冶 调查终裁预计 10
月确定袁 由于海运周期约 1
个月袁 因为担心当地客户届
时因野双反冶税拒绝履约袁国
内铝箔企业本月出口已经出
现下滑袁库存积压较为严重遥
2016 年中国铝箔出口量为
108万吨袁其中出口美国占比
约 15.6%袁 是最大出口目的
国遥业内认为袁中国虽是全球

最大铝箔生产国袁 但低端产
能居多袁 出口受阻将迫使行
业加快转型升级袁 锂电用铝
箔等成为重要方向遥

铝箔凭借良好的机械强
度和延展性袁 质轻且导电性
好袁化学和电化学稳定性高袁
已成为锂电池重要辅材之
一袁 被用于正极集流体和铝
塑膜遥 集流体是锂电池关键
部件袁 决定了电池充放电性

能和循环寿命遥 铝塑膜则是
软包装锂电池电芯封装的关
键材料袁市场长期被日尧韩企
业垄断袁 对外依存度超过
90%遥 数据显示袁2015年国内
锂电用铝箔需求量在 1.5 万
吨袁 随着锂电市场爆发保持
每年 35%以上增速袁 且具有
极大进口替代空间袁 发展前
景广阔遥

(来源:金融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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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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色金属工业
技术监测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有色金属工业技术

监测中心有限公司渊简称监测
中心冤是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
总院尧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尧上海有协节能技术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尧
以分析检测服务为核心的高

新技术企业遥 监测中心同时运
行管理着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华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冶
和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无损检
测中心冶两个具有国家认证资
质的检定/检测机构遥

主体业务涉及第三方检

测服务 (含金属材料化学成分
检测尧性能检测尧环保监测尧无
损检测等)尧设备检定尧检测培
训等方面袁是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办公室审查部授权

的检测机构袁是上海地区实施
有色金属行业监管的执行机

构袁也是上海质量技术监督局
的技术支撑单位之一遥
地址院 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路
911 弄 11 号博济上海智汇园
2号楼 5层袁200431
电 话 院021 -57733666袁021 -
56672395
联系人院乔叶平袁赵凯强袁周惠
定袁郭岱华
网址院www.sys.ac.cn
邮箱院office@shysjc.cn

9月 1日袁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号站 2017 年
度第一批鉴定考试工作在浙江天
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举行袁公司 11
名员工分别参加了 6个工种的中尧
高级应知应会考试袁包括有色金属
熔炼工的中级尧金属材丝拉拔工中
级尧金属轧制工中级尧金属挤压工
中级尧精整工中高级尧材料物理性
能检验工的高级遥

浙江天宁 11名员工参加有色技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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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宗旨
2017年以来袁商品的重心整体受益于宏观

预期的修复尧供给侧改革与需求复苏的矛盾尧货
币政策的变化遥 美元的调整以及央行流动性回
归稳定利于有色板块价值上修曰 房地产市场好
于市场的预期袁 有再库存的需要袁 内需仍有保
障曰 外围经济的走好利于中国出口袁 在改善外
需尧稳定人民币汇率上利好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
普遍超预期的背景下袁 有色金属消费普遍超预
期袁价格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涨遥供给侧改革
延伸至有色领域袁对有色板块形成潜在利好遥有
色板块自去年以来的每一次行情的走势总相对
滞后反应袁从估值比较和商品轮动来看袁黑色尧
化工等前期强势品种目前累积的多空矛盾越来
越多袁有色具备估值优势遥 鉴于此袁我们邀请了
行业内的专家和企业一起探讨第四季度有色板
块的投资机会浴
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院2017年 11月 04日渊周六冤下午
会议地点院上海广场长城假日酒店渊天目西

路 285号冤
会议主办院新湖期货有限公司尧上海源庐加

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参会对象院有色产业客户

议程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袁今
年 7月份袁 我国未锻轧铝及铝
材出口量 44万吨袁比去年同期
增长 12.0%曰 出口金额 799360
万元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13.8%遥
今年 1-7月袁我国未锻轧铝及
铝材累计出口量 285万吨袁比
去年同期增长 6.8%曰累计出口
金额 5179426万元袁 比去年同
期增长 12.4%遥 其中袁今年 7月
份袁 我国未锻轧铝 渊包括铝合
金冤出口量 52238吨袁比去年同
期增长 24.7%曰出口金额 69349
万元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35.1%遥
今年 1-7月袁我国未锻轧铝渊包
括铝合金冤累计出口量 324157
吨袁 比去年同期增长 8.5%曰累
计出口金额 423500万元袁比去

年同期增长 18.9%遥 今年 7月
份袁 我国铝材出口量 39万吨袁
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曰 出口
金额 730011万元袁比去年同期
增长 12.1%遥 今年 1-7月袁我国
铝材累计出口量 252万吨袁比
去年同期增长 6.6%曰累计出口
金额 4755927万元袁 比去年同
期增长 11.9%遥

今年 7月袁 我国未锻轧铝
及铝材进口量 45210吨袁 比去
年同期减少 22.9%曰 进口金额
158092万元袁比去年同期减少
7.2%遥今年 1-7月袁我国未锻轧
铝及铝材累计进口量 336185
吨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10.2%曰累
计进口金额 1071400万元袁比
去年同期增长 7.4%遥 其中袁今

年 7月份袁我国未锻轧铝渊包括
铝合金冤进口量 13571吨袁比去
年同期减少 46.7%曰 进口金额
19960万元袁 比去年同期减少
34.8%遥 今年 1-7月份袁我国未
锻轧铝渊包括铝合金冤累计进口
量 112760吨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28.9%曰 累计进口金额 160028
万元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41.9%遥
今年 7月份袁 我国铝材进口量
31639 吨袁 比去年同期减少
4.6%曰 进口金额 138132万元袁
比去年同期减少 1.2%遥今年 1-
7 月袁 我国铝材累计进口量
223425 吨袁 比去年同期增长
2.7%曰累计进口金额 911372万
元袁比去年同期增长 3.0%遥

（信息来源：国际商报）

8月 24 日袁 由全国工商
联主办袁 山东省政府承办的
2017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发
布暨民营经济发展峰会在济
南举行袁会上发布了野2017 中
国民营企业 500强冶榜单遥 金
龙集团分别位列 2017中国民
营企业 500强第 386位袁2017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
第 224位遥

本次发布的榜单显示袁华
为投资尧苏宁控股尧山东魏桥
蝉联 野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冶
前三甲遥 河南省共 15家企业
上榜袁 营业收入合计 3101亿

元遥 双汇集团尧郑州中瑞实业
集团尧宇通集团尧天瑞集团尧森
源集团尧黄河实业集团尧众品
食业尧中洋联合集团尧金汇不
锈钢产业集团尧 龙成集团尧正
商置业尧金龙集团尧济源市万
洋冶炼尧 河南金利金铅集团尧
辅仁药业集团均榜上有名遥

由于受经济大环境影响
与企业自身原因袁去年金龙集
团经营中出现严重困难袁故在
500 强中位次与上年相比略
有所下降遥

据了解袁2016 年袁民营企
业 500强入围门槛大幅提升袁

超大型企业快速增长袁质量效
益稳步提高袁社会贡献继续加
大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袁走出
去步伐明显加快袁出口总额显
著增加袁继续呈现出良好发展
势头遥 2016年袁民营企业 500
强积极响应野去产能尧去库存尧
去杠杆冶袁 主动参与国家发展
战略袁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热情
高涨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力
度加大袁投资 PPP项目力度明
显加大袁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袁传统产业与互联网加速融
合袁学法用法尊法守法意识不
断增强遥

揖公平贸易铱

未锻轧铝及铝材出口量增长

揖会员动态铱

金龙位列中国民企 500强第 386位

11月 04日

13:00 13:10 领导致辞

主题演讲

13:10-13:50
主题演讲：国内外宏观经济解读
演讲嘉宾：李强 /新湖期货研究所所长

13:50-14:30
主题演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第四季度铜价
展望
演讲嘉宾：强子益 /新湖期货铜研究员

14:30-15:10

主题演讲：全球镍市供需格局分析及价格展
望
演讲嘉宾：韩建标 /中国联合钢铁网不锈钢
部总经理

15:10-15:30 茶歇

15:30-16:00

主题演讲：供应链金融如何提升有色行业盈
利
演讲嘉宾：待定 /上海源庐加佳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6:00-16:40
主题演讲：有色金属套利实战策略分享
演讲嘉宾：武闯辉 /宁波凯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

16:40-17:20 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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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公平贸易铱

铝箔出口遭“双反”危机
锂电铝箔助行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