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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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袁中国国家信息中
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日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袁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袁更是
贡献者袁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遥

他说袁多年来袁中国经济增长是全球经济
增长的动力之源尧稳定之锚遥近 14亿人的广阔
市场空间尧上亿人次出国旅游以及高达千亿美
元的对外直接投资等袁为各国提供了良好的市
场机遇和投资机遇袁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遥 中
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有效抑制了世界通胀水平袁
为改善各国人民福祉作出了巨大贡献遥总的来
说袁中国发展将为世界带来六大机遇遥

第一袁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和稳定器遥2017年袁中国经济总
量约为 12.25万亿美元袁一年来实现的经济增
量超过 1万亿美元袁 相当于西班牙的经济总
量遥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袁2013年至 2017年袁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袁超过美国尧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遥

第二袁 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世界创造
大量就业机会遥 2017年中国商品及服务进口
规模达到 2.3万亿美元袁 非金融类境外直接
投资超过 1200亿美元袁为各国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机遇尧投资机遇和发展机遇遥中国出境旅
游人数高达 1.43亿人次袁有力拉动了各国消
费遥 同时袁一个充满活力和韧性的中国经济袁
为各国人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遥 根据世界
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袁2016年美对华货物和服
务贸易出口拉动美就业 331.2万人遥

第三袁 中国物美价廉商品增进各国人民
福祉遥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推动许多国家保持低通货膨胀率袁降低了生活成本遥即便
随后世界经济进入一轮扩张期袁 通胀水平也没有显著回
升袁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为平抑价格作出重要贡献遥从美
国来看袁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袁帮助其维持较
低的通胀水平袁 提高了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
实际购买力遥 美中贸委会研究显示袁2015年典型的美国
家庭收入为 5.65万美元袁对华贸易平均为每个家庭每年
节省 850美元遥牛津研究院估计袁美自华进口低价商品在
2015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 1%至 1.5%遥

第四袁中国发展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遥改革
开放以来袁中国有 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袁对全球减贫
的贡献率超过 70%袁2017 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3.1%遥中国在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袁始终力所能及向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袁 支持和帮
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遥

第五袁共建野一带一路冶为沿线国家带来新发展机遇遥
目前袁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不同形式参与野一带一
路冶 建设袁8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
议遥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袁创造
了大量就业机会袁 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搭上了中国
发展的快车遥

第六袁 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投资
机会遥 预计未来 5年袁中国将进口 8万亿美元商品尧吸收
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袁对外投资总额将达 7500亿美元袁
出境旅游将达 7亿人次遥 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
场尧更充足资本尧更丰富产品尧更宝贵合作契机遥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前袁上期所发布通知称袁为推动
铜期货期权的业务准备袁 计划于 5 月
21日起开展铜期货期权仿真交易遥 业
内人士分析袁铜期权仿真交易的推出意
味着该品种距离上市又更近一步遥

仿真交易启动
据悉袁此次铜期货和铜期货期权将

同时开展仿真交易遥挂牌的铜期货合约
对应月份为 2018年 6~12月和 2019年
1~5月曰挂牌的铜期货期权合约对应月
份为 2018 年 6~12 月和 2019 年 1~5
月遥 仿真交易时间与日盘时间保持一
致袁不进行夜盘交易遥

通知明确袁仿真交易期间袁铜期货
相关参数与实盘保持一致遥铜期货期权
开仓尧平仓尧平今仓尧行权(履约)尧自对
冲手续费均为 5元/手遥此外袁仿真交易
中铜期货期权与铜期货分开限仓袁铜期
货期权非期货公司会员尧客户和做市商

的持仓限额采用绝对值袁期货公司会员
不设限仓遥铜期货合约交割月前二月之
前袁非期货公司会员铜期货期权持仓限
额为 5000手袁 客户铜期货期权持仓限
额为 5000手袁 做市商铜期货期权持仓
限额为 10000手曰铜期货合约交割月前
一月(到期日所在月份)袁非期货公司会
员铜期货期权持仓限额为 1600 手袁客
户铜期货期权持仓限额为 1600 手袁做
市商铜期货期权持仓限额为 3200手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推出仿真交易同
时袁 上期所还计划于 5月 21日至 6月
22日开展铜期货期权做市仿真比赛袁
并向社会招募仿真比赛做市商遥报名条
件包括院 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
元曰 具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做市业
务袁做市人员应当熟悉期货尧期权相关
法律法规和交易所铜期货期权仿真交
易规则曰具有较为全面的仿真交易做市

业务实施方案曰具备较为稳定尧可靠的
做市业务技术系统遥

商品期权新品种渐行渐近
去年袁国内场内商品期权市场迎来

突破袁豆粕和白糖期权相继上市遥 业内
人士分析袁铜期权有望成为第三个场内
商品期权品种袁也是首个工业品期权遥

野铜期货期权是市场一直以来关注
的焦点之一遥 冶 华东某期货公司相关负
责人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袁从行业发展
的角度来说袁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依赖于不断丰富的风险对冲工具袁上期
所推出铜期货期权能够满足我国铜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套期保值尧规避价格波
动风险的需求袁同时也将对我国金融市
场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野从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来
看袁期权越来越受到欧美国家大型机构
的青睐遥 冶 该负责人说遥

据了解袁目前开展铜期货交易的交
易所主要有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尧上
海期货交易所 (SHFE)尧CME集团下属
的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和印度
MCX交易所遥 其中袁LME是世界上最
大的铜期货市场袁COMEX 是世界第
三大铜期货交易所遥

去年 11月 19日袁铜期货期权获准
立项袁 这是国内首个工业品期权品种遥
上期所副总经理滕家伟去年在野第十三
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冶上表示袁
上期所将继续推进产品创新袁按照产业
的需要袁积极做好铜期权尧纸浆期货上
市的准备袁加快 20号标胶的立项袁做好
不锈钢尧 有色金属指数期货的研发工
作袁做精尧做细尧做优现有品种袁推出标
准仓单交易平台遥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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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月 27日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例行
会议上袁中方将就美国的野301调查冶发表意见袁同
时中方将继续要求立即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
成员遴选的程序遥 对于美官员声称袁正评估针对
中国投资启动叶紧急权利法案曳的可能性遥中国商
务部表示袁中方将听其言尧观其行袁并已经按照底
线思维的方式袁做好了应对任何可能的准备遥

在 4月 26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袁 新闻
发言人高峰表示袁4月 16日欧盟致函美方袁 要求
就美方野232措施冶开展磋商袁俄罗斯尧印度尧土耳
其三个成员也提出了同样的磋商要求遥 4 月 19
日袁欧盟再次致函美方袁要求作为第三方袁加入中
国诉美国案的磋商遥 此外袁中国香港尧俄罗斯尧印
度尧泰国也提出了加入磋商的要求遥

多国加入对美世贸诉讼
高峰在上述发布会上介绍袁针对美国对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采取野232 措施冶袁3 月 26 日袁中方
在世贸组织叶保障措施协定项曳下向美方提出了
磋商请求袁并于 4月 5日将美方有关做法诉诸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遥

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散发的材料袁4月 16日
欧盟致函美方袁要求根据叶保障措施协定曳袁就美
方野232措施冶与美国进行磋商遥欧盟在函中表示袁
虽然美方将野232措施冶定性为国家安全措施袁但
其本质上是保障措施遥

野这与中方的观点是一致的遥截至目前袁除欧
盟以外还有俄罗斯尧印度尧土耳其三个成员也提
出了同样的磋商要求遥冶高峰介绍袁4月 19日欧盟
再次致函美方袁要求作为第三方加入中国诉美国
该案的磋商遥 目前除欧盟以外袁中国香港尧俄罗
斯尧印度尧泰国也提出了加入磋商的要求遥

高峰强调袁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袁单方面对进
口的钢铁和铝产品采取限制措施袁这种滥用野国家
安全冶的做法袁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和纪
律袁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破坏袁损害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有关成员的正当权益袁 遭到了相关成员的
共同反对遥中方将同有关世贸组织成员一道袁继续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袁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遥

中国前驻旧金山尧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
何伟文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
示袁二战后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多边贸
易体制袁正遭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遥 如
果WTO多边规则被冲垮袁就像马路上没有红绿
灯也没有停车线一样袁 所有国家都我行我素尧任
意妄为袁 各自的利益也都得不到规则的保障袁全
球贸易秩序将发生严重的混乱遥

要立即启动上诉机构遴选
4月 27日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将召开例

行性会议遥高峰介绍袁在此次会议上袁涉及中方的
议题有两个院一是中方将就美国的野301调查冶发
表意见袁二是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问题遥

关于美国 野301调查冶袁4月 4日中方已将美

国的相关措施诉诸世贸组织遥 中国将按照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规则推进相关案件遥

高峰强调袁 美方的错误做法如任其发展袁势
必减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遥
敦促美方采取切实的行动袁摒弃单边主义尧贸易
保护主义的做法袁尊重世贸组织的规则袁在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袁 通过平等对话和磋商来解决分
歧袁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行稳致远遥

美国在近日提交WTO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袁
对于中方起诉美国 301措施等事项袁美方愿意与
中国进行磋商遥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尧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崔凡接受 21世纪经济
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袁在目前的形势下袁中方已
经做好了随时申请建立专家小组的准备遥如果 60
天内中美磋商没有解决问题袁 或者 30天内磋商
没有发动起来袁 中方随时可以申请建立专家小
组遥当然如果中国愿意袁也可以多一些时间磋商袁
预计中方将会根据美方态度和行动来推进程序遥

关于上诉机构成员遴选问题袁 高峰表示袁在
此次会议上袁中方将与其他 64个成员一道袁继续
要求立即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程
序袁尽快填补当前三个空缺遥

野去年以来袁个别成员以存在某些所谓体制
性的关注为理由袁执意阻挠启动遴选程序袁导致
上诉机构当前只有 4名成员遥 如果该问题迟迟得
不到解决袁必将影响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的
正常运转袁损害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遥 冶高峰
表示袁中方呼吁个别世贸组织成员停止阻挠启动
遴选程序袁 切实承担起在世贸组织中的国际责
任袁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遥

以底线思维应对任何可能
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评估针对中国投资启动

叶紧急权利法案曳的有关消息袁高峰强调袁多年来袁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为增加美国的国内就业袁促进
美国经济发展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野我们也注意
到袁由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袁一些企业放慢了
在美国投资的步伐袁甚至取消了在美国投资的计
划袁放弃美国的市场遥 冶

野对于美方的言论袁中方将听其言尧观其行遥
我们已经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袁做好了应对任何
可能的准备遥 冶高峰称遥

近年来袁美国对于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
正常并购频频设阻遥2016年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袁 否决中国并购德国 MOCVD设备企业爱
思强袁后德国政府撤回并购许可袁导致中资并购
失败遥 2017年中企海能达并购加拿大企业 Nor鄄
sat袁加拿大政府已批准袁但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
为由袁通知加拿大必须重新考虑这项交易袁并提
交 CFIUS进行审查遥

（信息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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