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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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院2018 年 1 月
30日渊星期二冤下午 14:00
会议流程院
一尧会议签到 13:00-13:50
二尧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四届四次会员大会暨 2018
行业形势报告会

渊一冤审议 2017年工作总

结和 2018年工作规划的报告
渊二冤授牌颁奖颁证
渊三冤领导讲话
渊四冤专题演讲
三尧招待晚宴
详细日程请访问协会官

网 www.csnta.org或关注协会
官微 shysxh获取遥

会议地点院上海吉臣酒店
渊静安区万航渡路 818号近康
定路冤8楼天池厅
会议服务院凡会员单位可将

企业宣传视频 渊不长于 5分钟冤
或供需信息发送至 xyw@csnta.
org袁我会将在大会间隔期间滚
动播放 渊此项服务对会员免

费袁非会员请联系会务组冤
报名方式院
会员报名联系人院岳晓峰
电话院18117125152
手机院13916626254曰
苏蓓蓓
电话院021-55600666
手机院15921263103

非会员报名联系人院
许寅雯
电话院021-33872553
手机院13661724296
报名须知院凡我协会会员

单位可派 1位代表参加袁理事
单位可派 2位代表参加遥非会
员单位请咨询会务组遥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四届四次会员大会暨 2018行业形势报告会预通知

11月 18日上午,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四届
六次理事会在江苏省如
东县南通雷迪森大酒店
召开遥 徐明会长主持会
议遥 会议应到理事 39人袁
实到理事及理事代表 33
人袁符合理事会决议人数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叶关
于筹建上海有色先进材
料研究中心渊暂定冤的建
议曳尧叶关于提名史爱萍同
志为协会副秘书长的建
议曳尧叶关于提名许寅雯同
志为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的建议曳和叶关于东又悦

渊苏州冤 电子科技新材料
有限公司理事单位调整
的建议曳遥
会议通报了叶关于全

国有色金属行业先进集
体尧劳动模范上海地区初
审推荐工作情况曳尧叶2017
年协会工作小结及下阶
段工作设想曳遥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刘秋丽就以上事项向
理事会作了说明袁并对下
阶段主要工作提出设想遥
她说院下阶段工作一是深
入推进上海有色新材料
的研究与开发遥明年将筹

备建立上海有色先进材
料研究中心渊暂定冤袁集聚
协会尧学会尧专家的智慧
和社会资源袁对信息政策
研究尧主攻领域研究和专
题领域研究等三个业务
板块加以人员的配置袁把
承接市经信委委托的叶汽
车材料研究曳的专项工作
做扎实袁把企业委托的新
材料项目开发做落地袁为
上海先进制造业和高端
研发提供配套的有色先
进材料研发和对现有有
色材料加工产业的转型尧
升级提供指导和服务遥

二是积极推进生产
者责任延伸制试点工作遥
协会和联盟将发挥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
梁作用袁积极配合市发改
委等各委办的相关处室袁
积极推进基于废铅酸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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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年将组织召开行业内野规

范废蓄电池回收袁共建绿
色生态上海冶的试点工作
推进大会袁探索在上海市
场实现铅酸蓄电池野以旧
换新冶野销一收一冶运营试
点模式遥 在建立上海铅蓄
电池配送回收绿色信用评
价与奖惩制度的基础上袁
对联盟内试点企业进行
交易流水和信用信息的
整理和综合分析袁为蓄电
池的配送回收过程中的
安全尧有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信用支撑和风险防
范遥 做好叶铅酸蓄电池运
营及回收管理规范曳渊社
团标准冤在行业尧联盟企
业内的宣标尧贯标工作袁并
落地上升为上海地方标
准袁 推进铅酸蓄电池回收
标准化尧法制化进程遥

三是不断培养和提
升行业内职工的技能水
平遥今年 9月在获得上海
有色金属职业技能鉴定
所等资质的前提下袁已积
极组织申报了上海有色

金属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袁为有色行业提供更多
的培训学习的机会与资
源遥 下阶段将开展野铅酸
蓄电池配送回收工冶尧野硅
片加工冶等实施方案和课
题编制的申报工作袁明年
下半年将在铅酸蓄电池
配送回收行业和硅材料
企业中袁 携手上海大学尧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起袁
开展相关人员的职业技
能的岗位培训和技能鉴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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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

时袁 在今年 66技能鉴定
站完成 176 名职工技能
鉴定的基础上袁明年将扩
大至有一定基础的有色
加工企业中袁开展技能的
培训与鉴定袁争取鉴定人
员有新的突破遥
会上袁 市经信委新材

料处金叶科长就上海新材
料产业发展情况及相关政
策作了解读袁 上海蓄电池
环保产业联盟薛本锡副秘
书长介绍了 野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冶 上海试点工作推
进情况遥 全体理事对协会
2017年的工作及刘秋丽秘
书长的述职进行了评价遥

协会四届六次理事会在江苏如东举行

11月 18日上午,上海有
色金属行业协会与江苏省如
东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南通雷
迪森大酒店举行,双方就发挥
上海企业深加工尧 信息集聚
优势和洋口港的交通尧 土地
等资源优势, 发展新型铜尧钛
等有色金属冶炼及综合利用

产业袁 建设临港工业区有色
金属产业园开展合作遥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会长徐明尧如东县政协主席蔡
东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遥

徐明在致辞中表示袁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将利用
各种宣传手段袁 积极宣传洋
口港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的

优惠政策袁 推动上海有色项
目向洋口港转移遥

蔡东在致辞中表示袁建立
长期的尧全面的尧深度的合作袁
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袁促成
项目落户袁产生共同效益遥

洋口港地处我国沿海沿
江野T冶型经济带交汇处袁隔江
与上海及苏南相依袁 属于上
海 1.5小时经济圈,通江达海,
文化底蕴深厚, 产业资源丰
富,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遥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及
出席协会四届六次理事会
的理事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副书记钱宏彬等出
席签约仪式遥

签约仪式前袁 钱宏彬陪
同刘秋丽等参会理事参观了
阳关岛上的洋口港规划馆遥

11月 23日上午,市工
经联常务副会长管维镛到协
会调研袁得到了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秋丽尧副秘书长
史爱萍等热情接待遥

座谈会上袁刘秋丽秘书
长汇报了协会近几年所开展
的工作遥为精准服务企业袁协
会先后创建了上海有色金属
网尧电子交易平台尧举办铜铝
铅锌镍钴峰会和技术论坛尧
开展材料检测和职工技能鉴
定等工作袁深受企业欢迎袁取
得明显成效遥 随着产业结构

调整袁协会不断探索引领行
业发展尧规范行业秩序新路
径袁开展铅酸蓄电池配送回
收体系建设的试点袁申办上
海有色金属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尧目前正筹备建立上
海有色先进材料研究中心
渊暂定冤遥 管维镛常务副会长
充分肯定了协会不断根据
企业需要袁 创新服务手段袁
探索出服务企业的新路径袁
他希望协会更好地发挥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
作用袁推动行业转型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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