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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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乔叶平袁周惠定袁

郭岱华

网址院www.sys.ac.cn
邮箱院office@shysjc.cn

有色金属行业特有
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六十
六号站 2018年度第一批
鉴定考试袁于 2月 1日在
浙江鸿耀高新铜材有限
公司举行袁 公司 27名员
工分别参加了金属材精
整工尧金属轧制工尧金属
挤压工尧金属材热处理工
等四个工种高级工 渊三
级冤的鉴定考试遥

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限制措施或
将野箭在弦上冶遥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
长王贺军 2月 17日表示袁如果美国最终的决定
影响中方利益袁 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
身正当权利遥

华盛顿时间 16日袁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
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 (232调
查)报告袁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
国内产业袁威胁到美国家安全遥美国商务部据此
向特朗普提出建议袁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
关税尧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遥

对此王贺军表示袁美方的调查结论野毫无依
据袁与事实完全不符冶遥他称袁美国进口的钢铁和
铝产品大多是民用的中低端产品袁在调查中袁欧
盟尧加拿大尧俄罗斯尧中国尧南非尧韩国尧越南等国
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均向美方证明袁 其向美
出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并未损害美国家安全遥

王贺军指出袁 美方已对大多数进口钢铁和
铝产品采取了上百起双反措施袁 已经对国内产
品提供了过度的保护袁不应以野国家安全冶为由袁
轻率地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再采取限制措施遥
野国家安全冶范围十分广泛袁缺乏统一界定袁极易
造成滥用遥如果各国仿效美方做法袁将对国际贸
易秩序造成严重影响遥

王贺军强调袁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
稳固袁各国应共同面对袁合作探讨解决之道遥 中
方敦促美方克制使用贸易保护工具袁 遵守多边
贸易规则遥如果美方最终的决定影响中国利益袁
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利遥

2018 年以来袁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
头遥此前袁美国已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
衣机设限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浙江鸿耀高新铜材公司 27名员工
参加有色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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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初裁税率（A） 终裁税率（B） 变化幅度（B-A）
反倾销保证金率
（经双重救济调整）（C）

鼎胜 162.24% 106.09% -56.15% 94.73%

中基 96.81% 48.64% -48.17% 37.99%

分别税率企业 1 136.16% 84.94% -51.22% 73.84%

全国税率 162.24% 106.09% -56.15% 95.44%

企业名称 初裁税率（D） 终裁税率（E） 变化幅度（E-D）

鼎胜 28.33% 19.98% -8.35%

中基 16.56% 17.16% +0.60%

所有其他企业 22.45% 18.57% -3.88%

鲁丰 /迈奈金 80.97% 80.97% 0.00%

企业名称 反倾销保证金率（C） 反补贴税保证金率（E）
双反税合并保证金率
（C+E）

鼎胜 94.73% 19.98% 114.71%

中基 37.99% 17.14% 55.13%

鲁丰 /迈奈金 95.44% 80.97% 176.41%

分别税率企业 73.84% 18.56% 92.40%

其他中国企业 95.44% 18.56% 114.00%

揖公平贸易铱

美国商务部发布对华铝箔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终裁结果
2018年 2月 28日凌晨袁美国商务部发布了美对华铝箔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终裁结果遥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将相关裁决情况整理概述如下院

一尧反倾销终裁结果

注院1.分别税率企业名单请见本文第四部分遥
二尧反补贴终裁结果

三尧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合并保证金率

四尧获得反倾销分别税率资格的企业名单
在反倾销终裁中袁美国商务部给予分别税率资格的出口商企业包括院

1.常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渊Alch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冤
2.江阴多复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渊Jiangyin Dolphin Pack Ltd. Co. 冤
3.格朗吉斯铝业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渊Granges Aluminum (Shanghai) Co., Ltd. 冤
4.华峰日轻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渊Huafon Nikkei Aluminium Corporation冤
5.湖南晟通营销有限公司渊Hunan Suntown Marketing Limited冤
6.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渊Luoyang Longding Aluminium Industries Co., Ltd. 冤
7.山东远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渊Shandong Yuanrui Metal Material Co., Ltd. 冤
8.晟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渊SNTO International Trade Limited冤
9. 苏州迈奈金铝加工技术有限公司 渊Suzhou Manakin Aluminum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
Ltd.冤
10.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渊Xiamen XiashunAluminium Foil Co. Ltd. 冤
11.烟台锦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渊Yantai Jintai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冤
12.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渊Yinbang CladMaterial Co., Ltd. 冤
13.浙江中金铝业有限公司渊Zhejiang ZhongjinAluminum Industry Co., Ltd.冤

（来源：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揖会员单位介绍铱

为做好 2018年度上海市政工系列
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袁 近日袁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袁 就 2018
年度上海市政工系列专业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的 野评审机构和受理程序冶尧野申

报范围冶尧野申报条件冶尧野考核要求冶尧野申
报材料冶和野其他冶等事项作出具体规
定袁若需了解和申报者袁请登录上海市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官网 渊www.sh-
syh.org冤野政工职称评审冶栏目查询遥

揖职称评审铱

关于做好 2018年度政工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近日袁市财政局尧市人社局就本
市 2018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
格考试的有关事项下发通知遥通知对
野报名条件冶尧野考试科目冶尧野时间安
排冶尧野考试大纲和考试用书冶尧野报名

费用冶和野其他事项冶等作了具体规
定袁需报考者请在工作日上午 9:00要
11:00袁下午 13:00要17:00袁拨打咨询
电话院63770882尧63188029尧63188356尧
63188335了解详情遥

关于 2018年度会计中高级资格考试的通知

公司从事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尧金融业务)袁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袁化肥尧建筑装潢材料尧日用百货尧工艺礼品尧矿产
品尧钢材尧汽车尧汽车配件尧饲料尧有色金属尧建材尧家用电器尧服
装服饰尧家具尧塑料制品尧食用农产品尧机电设备尧机械设备尧仪
器仪表尧办公文化用品尧玩具尧鞋帽尧箱包尧家居用品尧通信设备
及相关产品尧计算机尧软件及辅助设备尧化妆品尧电子产品尧煤
炭尧润滑油尧燃料油尧焦炭尧医疗器械渊仅限不需医疗器械许可
证的品种冤尧木材尧橡胶制品销售遥

地址院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66号 1305室
邮编院200120
联系人院郝翔 联系电话院021-68788172

湖南省天丰信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从事金属材料尧冶金炉料尧电子产品尧电子设备尧建筑
材料尧装饰材料尧汽车配件尧化工原料及产品渊除危险化学品尧
监控化学品尧烟花爆竹尧民用爆炸物品尧易制毒化学品冤尧一类
医疗器械的销售曰金属材料加工渊限分支机构冤曰医疗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尧技术咨询尧技术服务尧技术转让遥

地址院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2550号物贸大厦 2211室
邮编院200063 联系人院黄歲伟
联系电话院021-62571713 传真院021-62579653

上海年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从事塑胶原料尧有色金属尧贵金属渊除专项冤尧化工原
料渊除危险化学品尧监控化学品尧烟花爆竹尧民用爆炸物品尧易
制毒化学品冤销售袁实业投资渊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冤袁
化工专业的技术开发尧技术咨询尧技术服务尧技术转让袁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遥

地址院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715 号浦发广场 E 座
2109室
邮编院200063 联系人院刘艳平
联系电话院021-61480039 传真院021-60950199

上海润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