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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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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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乔叶平袁周惠定袁

郭岱华

网址院www.sys.ac.cn
邮箱院office@shysjc.cn

2017年 11月 3日袁中国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袁
就美国对中国铝箔产品的反
倾销初裁等措施提出补充磋
商请求遥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
责人就此发表谈话遥

该负责人指出袁 中方自
2016年 12月 12 日在世贸组
织起诉美国反倾销野替代国冶
做法渊DS515冤以来袁一直积极
寻求友好解决争端方案遥 令
人遗憾的是袁美方无视叶中国

加入议定书曳第 15 条到期的
规定袁依然坚持其错误做法袁
在自中国进口产品反倾销调
查中继续使用 野替代国冶方
法袁 违反其在世贸规则下的
义务遥 美方做法损害了中国
企业的合法权益和世贸规则
的权威性遥 中方对此提出补
充磋商请求袁 并将坚定地在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捍
卫自己的权利遥

该负责人强调袁 多边贸

易体制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发
展提供了稳定的竞争环境和
全球治理规则保障袁 中方再
次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多边贸
易体制袁尽快纠正错误做法袁
履行对中国弃用反倾销 野替
代国冶做法的国际义务袁确保
相关反倾销措施符合世贸组
织规则袁 与中国一道共同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与
权威性遥

(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在WTO就美对华铝箔
产品反倾销案提补充磋商请求

美国商务部于 10 月 27
日对中国铝箔企业作出了反
倾销幅度为 96.81%-162.24%
的初裁决定遥
对此袁我会表示坚决反对袁

我们始终坚定认为中国铝箔产
品没有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损
害袁更不存在对美倾销行为遥

中国铝箔产业市场化程

度极高袁企业完全自主运营袁出
口定价采用国际铝价加加工费
的机制袁竞争力的提升也完全得
益于先进的技术装备尧高效的成
本管控以及优异的客户服务遥

美国商务部采用 野替代
国冶等不合理的做法裁定了高
反倾销初裁税率袁已严重损害
了中国出口企业及美国下游

用户的利益遥
我会将继续以努力维护

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秩序尧共
促全球铝及其下游产业发展
为目的袁组织中国铝箔出口企
业共同开展行业无损害抗辩袁
全力维护中美铝产业间健康
自由的贸易环境遥

(来源:中国有色金属网)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就美公布中国
铝箔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发表声明

美国商务部在 11 月 28
日宣布袁在时隔超过 25年后袁
首次野主动冶对输美产品展开
反倾销与反补贴 渊野双反冶冤调
查遥此次针对的是价值约 6亿
美元的中国输美铝产品袁且与
此前针对其他铝制品的调查

无关遥
美国商务部网站发布公

告称袁将野主动或自发冶渊self-
initiated冤 对中国输美普通合
金铝卷 渊common alloy alu鄄
minum sheet冤展开野双反冶调
查遥普通合金铝卷主要指厚度

在 0.2毫米至 6.3毫米之间的
平卷渊flat-rolled冤铝产品袁主
要用于建筑材料尧 交通工程尧
基础电子元件尧 电器等遥 在
2016年袁 中国输美相关产品
总价值约 6.036亿美元遥

(来源: 财新网)

美商务部“主动”发起对华
输美铝卷调查为 26年来首次

11月 1日袁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
丽一行 3人袁先后走访浙江省冶金有色行业
协会和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袁受到浙江省
冶金有色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苗荣
和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施文良
热情接待遥

在沟通交流中袁 刘秋丽秘书长介绍了
协会基本情况袁 以及协会为成员单位搭建
服务平台袁 在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要要要
上海铅酸蓄电池配送回收体系建设的试
点尧 探索新能源汽车材料的研究与开发等
方面所做工作袁 特别讲解了有色金属行业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六十六站和技能鉴
定相关内容和流程袁 通过开展特有工种职
业技能鉴定考试袁 为提高员工技能素质提
供一条通道遥 刘秋丽秘书长希望通过加强
与浙江有色行业协会和浙江企业联系合
作袁共同促进两地企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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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袁 有色金属行
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六
十六号站 2017年度第五批鉴
定考试在上海合晶硅材料有
限公司举行袁公司 57名员工分

别参加了单晶片加工工尧单晶
硅制取工尧电子用水制备工和
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等四个
工种的鉴定考试袁其中中级工
46人尧高级工 8人尧技师 3人遥

合晶硅公司 57名员工
参加有色技能鉴定考试

11月 2日袁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
能鉴定六十六号站 2017年度第六批鉴定考试
在浙江永杰铝业有限公司和永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举行袁28名员工分别参加了铸轧工尧金
属材热处理工尧火法冶炼工尧精整工和金属轧制
工等五个工种的高级工尧 技师和高级技师鉴定
考试遥 之后袁召开了申报高级技师答辩会袁2名
申报铸轧工尧 金属材热处理工的高级技师进行
答辩袁经五位专家评议打分袁顺利通过答辩遥

浙
江
永
杰
铝
业
、新
材
料
股
份
公
司

28
名
员
工
参
加
有
色
技
能
鉴
定
考
试

揖会员动态铱

野2017 年上海有色金属市
场发展论坛冶将于 2017年 12
月 8 日渊周五冤下午 13:30 于
上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 5 楼
交易大厅 渊上海市中山北路
2550号冤召开遥本次论坛将主

要围绕新时期有色金属市场
发展的主题袁从期现联动尧金
融衍生品尧 有色金属行情展
望尧 供应链金融等角度为企
业带来市场未来发展的全方
位剖析遥

支持单位:上海有色金属
协会

会务联系人 院 陆敏宏
13816358697
郁元璐 13917017018
传真院021-62579361

2017年上海有色金属市场发展论坛 12月举行

由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 渊我的有色网冤和
上海钢联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的 野2018年中国有
色金属产业链高峰论坛暨耶我

的有色及我的不锈钢爷 年会冶
将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17
日在上海隆重召开遥

会议地点院 上海跨国采
购会展中心 渊上海普陀区光

复西路 2739 号/中江路 35
号冤
会议报名电话 院021 -

26093257
传真院021-66896936

“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产业链高峰论坛暨
‘我的有色及我的不锈钢’年会”12月举行

11 月 24 日袁 协会召开
野铅酸蓄电池配送与回收尧硅
片加工冶 两个专项实施方案
编制工作研讨会袁 上海第二
工业大学尧 上海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尧 上海鑫云贵

稀金属再生有限公司尧 上海
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协同创新
中心尧 上海合晶硅材料有限
公司等单位专家学者和企业
负责人出席会议遥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秋丽出席会议并希望高校与
企业进一步加强合作袁 深刻
理解两专项中的 叶工作任务
分析表曳袁从中细化编制的实
施方案袁 为下一步将要开展
的课题开发打好基础遥

协会召开“铅酸蓄电池配送与回收、硅片加工”
两专项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