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息

SHANGHAI YOUSE JINSHU XINXI
第 10期 渊总第 886期冤 2017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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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28 日下午袁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四届四
次会长会议在上海徽商会馆召
开遥 徐明会长主持会议袁协会
副会长尧监事长及特邀嘉宾市
工经联常务副会长管维镛尧老
会长张敏祥出席了会议遥

刘秋丽副会长兼秘书长汇
报了协会上半年开展工作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打算遥具体主要院
一是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试
点的工作遥 年初袁联盟撰写了
叶推进上海铅酸蓄电池配送回
收体系建设的试点方案 曳曰5
月袁市发改委多次召集相关产
业链上的企业袁听取起草试点
方案的有关意见曰9月袁市发改
委出台基于废铅酸蓄电池野销
一收一冶模式的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上海试点实施方案 渊初
稿冤遥下一步协会和联盟将做好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作用袁积极配合市发改委等 12
个委办的相关处室袁组织实施

并推进上海试点野销一收一冶总
体模式遥 二是深入推进上海有
色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的力
度遥 在 5月和 9月相继召开的
野有色金属与汽车冶产业链合作
发展论坛尧野有色金属智能制造
研讨会冶等基础上袁将进一步推
进上海有色金属行业院士专家
服务中心的建立袁 集聚智慧和
资源袁 把承接市经信委委托的
叶汽车材料研究曳的专项工作做
扎实遥 三是积极组织申报上海
有色金属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遥 在获得上海市新材料产业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实施单
位尧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高技能
人才评价实施单位尧 上海有色
金属职业技能鉴定所等资质的
前提下袁下阶段将开展野铅酸蓄
电池配送回收工冶尧野硅片加工冶
等专项能力的培训袁 不断提升
行业职工的技能水平袁 培养一
批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相匹配的人才遥 四是启动上海

有色行业关于评选全国有色金
属行业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的
专项工作遥推荐先进集体 2个袁
劳动模范 2名遥目前袁已于 8月
中旬下发了相关叶通知曳袁待市
相关部门审核组建的领导班子
和工作班子通过后袁 年内将完
成自下而上袁 三审三公示的所
有程序遥 五是完成与即将完成
2017年协会工作计划遥2017年
上海铜铝峰会尧上海铅锌峰会尧
上海镍铬峰会如期举行曰 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发展报告 2016尧
2017 年上半年度上海有色金
属行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尧上
海市再生铅产业向铅酸蓄电池
配送回收环保产业转型方案研
究等课题结项曰 中国社会组织
4A级的复审通过了验收曰上海
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绿色
信用评价与奖惩平台建设尧
2017 年上海有色金属贸易产
业形势分析及应对策略的专项
正在撰写之中曰 以及四季度将

启动开展的能耗调查尧 标准起
草尧征求意见尧送审尧评审等 5
项有色金属相关产品能耗标准
的修订工作遥

管维镛尧张敏祥尧马文胜尧
温晓红尧 张景明等与会会长对
秘书处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遥他们深有感触的讲袁协会秘
书处会办事袁能办成事遥工作既
有高度袁又有深度遥 有前瞻性袁

能与时俱进袁 每年总能听到新
的工作亮点遥 能急行业和企业
所急袁真心服务于企业遥微信群
中每天的一声问候袁 充分感受
到会员之家的温暖遥同时袁他们
也希望协会秘书处在推进上海
有色新一轮发展中袁再接再厉袁
不断创新袁 跟上国家发展的战
略与方针袁 开创上海有色行业
的新局面遥

9 月 18 日袁
上海市发改委召
集上海市各相关
委办尧 公司及行
业组织召开了
野上海市铅酸蓄
电池回收利用体
系试点方案冶渊以
下简称 野试点方
案冶冤 意见征求
会袁研究讨论野试
点方案冶 等相关
工作遥 会议由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
员会周强副主任
主持遥

市发改委尧
市法制办尧 市经
信委尧市科委尧市
商务委尧 市交通
委尧市环保局尧市
质量技监局尧市
绿化市容局尧市
财政局尧 市税务
局等委办以及市
投资咨询公司尧上海有色金属行业
协会尧上海蓄电池环保产业联盟等
出席了会议遥

会上袁上海市投资咨询公司规
划研究部副主任张彬首先介绍了
试点方案的主要内容遥 上海蓄电池
环保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薛本锡介
绍了联盟在实施野销一收一冶过程中
所遇到的痛点及难点问题遥随后袁各
委办代表围绕野试点方案冶内容及实
际操作性进行了深入地探讨遥

周强副主任在发言中首先肯
定了投资公司和协会及联盟前期
所做的工作遥 他表示袁国家明确在
上海进行试点袁 由发改委牵头袁希
望各部门积极配合袁对野试点方案冶
中的内容和时间节点等要求作进

一步落实曰同时袁希望根据各方的
建议袁 对试点方案进一步完善袁使
试点方案能够真正体现出危废末
端回收的强制性和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的社会责任地有机结合遥
在此次会议前袁9月 11日袁上

海市发改委曾召集上海铅酸蓄电
池主要流通品牌生产企业尧一级代
理商及回收企业召开了野试点方案冶
意见征求会遥 超威尧天能尧骆驼尧风
帆尧江森尧天津杰士尧秦岭电子科技
等企业出席了会议遥会上袁企业纷纷
围绕试点方案的内容提出了建议袁
并在会后提交了书面建议遥 企业的
建议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袁试
点方案第三稿中采纳了部分企业
的建议遥

2017年 9月 1日袁 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公平贸易渊法制冤处孙嘉荣处
长尧曹茵老师至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指导工作并就行业面临的公平贸
易困境与行业企业进行了交流遥格朗
吉斯尧华峰日轻尧神火铝箔尧上海海亮
铜业尧龙阳精密铜管尧晶盟硅材料等
重点出口企业及遭遇贸易摩擦的企
业出席了此次会议袁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秋丽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刘秋丽秘书长首先代表协

会对市商务委领导莅临协会指导工
作表示热烈欢迎袁并对市商务委公平
贸易处长期以来对协会工作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遥她表示袁协会自 2012
年初成为上海市商务委野上海市进出
口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冶以来袁在及
时传递公平贸易信息尧帮助企业应对
贸易摩擦尧推进行业技术进步袁提升
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袁今后协会将继续聚焦行业发
展尧企业需求袁做好目前及下一步的
相关工作袁同时希望市商务委能够给
予企业更多的指导与帮助遥
近年来袁有色金属行业频繁遭遇

贸易摩擦袁 出口
形势日益严峻袁
为了掌握上海有
色金属进出口和
公平贸易情况袁
增强企业应对水
平袁 提升产品国
际竞争力袁 协会
今年申报了公平
贸 易 项 目要要要
叶上海有色金属
贸易产业形势分

析及应对项目曳遥 会上袁协会秘书长助
理兼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史爱萍就项
目的相关情况和进展进行了汇报遥
随后袁各与会企业介绍了各自生

产经营及进出口的情况袁并就企业在
进出口贸易中遭遇的具体问题进行
了交流遥

曹茵老师就企业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解答与交流袁希望企业能够打通
国际尧国内两个市场袁研发高附加值
产品袁 并对协会的申报项目作了指
导遥
最后袁 孙嘉荣处长对工作站下一

步工作作了指导遥 他首先肯定了协会
近几年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袁同
时也对协会在公平贸易方面所做的努
力表示感谢袁 肯定了与会企业在进出
口贸易方面的成绩遥孙处提出袁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袁协会应该做到野三关注冶院
一是关注国际市场的变化袁 加强与国
际组织的互动曰 二是关注市场主体的
培育袁 结合科创中心聚焦重点企业发
展曰 三是关注行业公平贸易工作站服
务企业的功能袁 做好行业简报和动态
专报袁加强企业培训遥

协会四届四次会长会议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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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行业公平贸易帮助企业应对指导
———市商务委公平贸易处孙嘉荣处长至上海有色协会调研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