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月 7日袁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渊USITC冤投票对进口自中国的铝合
金薄板渊Alloy Aluminum Sheet冤作出反倾
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终裁遥 在本
次裁决中袁5 名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均
投肯定票遥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肯定性裁决袁 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自中
国的铝合金薄板颁布反倾销税令和反补
贴税令遥 本案涉及美国协调关税税号院
7606.11.3060尧7606.11.6000尧7606.12.3090尧
7606.12.6000尧7606.91.3090尧7606.91.6080尧
7606.92.3090 和 7606.92.6080 项下的产
品以及税号 7606.11.3030尧7606.12.3030尧
7606.91.3060尧7606.91.6040尧7606.92.3060尧
7606.92.6040和 7607.11.9090项下的部分
产品遥

与此同时袁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
定涉案企业不存在为规避肯定性终裁而

大量出口涉案产品的紧急情况袁 因此将
不对中国涉案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和
反补贴税遥

2017年 11月 28日袁美国商务部宣
布对进口自中国的铝合金薄板自主发起
双反立案调查遥2018年 1月 12日袁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袁对进口自中
国的铝合金薄板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
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遥 2018年 4月 17
日袁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铝
合金薄板作出反补贴初裁遥 2018 年 6
月 18日袁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
国的铝合金薄板作出反倾销初裁遥2018
年 11月 7日袁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
自中国的铝合金薄板作出反倾销和反
补贴终裁遥 据美方统计袁2017年美国对
中国涉案产品的进口额约为 8.979 亿
美元遥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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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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乔叶平袁赵凯强袁周惠
定袁郭岱华
网址院www.sys.ac.cn
邮箱院office@shysjc.cn

2018年 12月 28日袁野2018
年上海有色金属贸易产业监测
及重点国别摩擦应对服务冶项
目专家评审会召开遥 来自上海
有色协会专业委员会尧上海产
业安全监测与预警研究中心尧
上海靖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尧
上海有色经贸物资有限公司
的 4位专家参加了此次评审遥

2018年度袁 协会作为上海
市进出口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
承接了上海市商务委公平贸易
处 野2018年上海有色金属贸易
产业监测及重点国别摩擦应对
服务冶项目袁通过加强行业走访
调研袁分析上海有色金属行业最

新进出口贸易情况袁加强产业预
警等袁按季度发布了叶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外贸环境动态监测简

报曳袁完成了叶2018年上海有色
金属贸易产业监测报告曳和叶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重点国别贸易

政策研究汇编渊美国篇冤曳袁并开
展了针对性的培训会议袁 帮助
企业掌握最新产业贸易形势及
相关政策袁提升风险防范能力遥

评审会由评审专家组组
长张敏祥主持遥 史爱萍副秘书
长就项目的主要内容尧 进度以
及成果等作了汇报遥

评审专家经过讨论后一致
认为袁 项目围绕中美贸易摩擦
及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等热点袁
聚焦上海有色金属加工产业袁
分析了上海有色金属进出口贸
易态势袁调研了铜尧铝相关加工
企业袁梳理了重点国别贸易尧投
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袁 对行业

企业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和对
接服务袁提出了合理的思路尧对
策和建议遥 项目对于掌握有色
金属外贸形势尧 降低国际贸易
及投资风险尧 提升企业应对贸
易救济调查的能力尧 促进企业
产品结构调整尧 加强产业损害
的预警等具有较好的参考作
用遥项目资料齐全完整袁数据翔
实可靠袁完成了预期成果袁达到
了预期目标遥综合专家意见袁一
致同意项目验收通过遥同时袁建
议进一步细化研究条目袁 从有
色金属原材料和产业数据两方
面进行阐述袁 使其更符合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特点遥

“2018 年上海有色金属贸易产业监测
及重点国别摩擦应对服务”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图片新闻

协会秘书处参观走访企业

12月 13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等一行赴正英日坩
工业燃烧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受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杨希放热情接待。

揖公平贸易铱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
铝合金薄板作出双反产业损害终裁

12月 20日，协会副秘书长张建明一行走访了上海浙东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受到公司总经理周坤如热情接待。

12月 25日，协会副秘书长张建明一行走访了理事单位上海
鑫益瑞杰有色合金有限公司，受到公司总经理张方杰热情接待。

揖会员单位铱

12月 26日上午袁 经过近两年的努
力袁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万州建设的三条年产 8 万吨精密铜管
项目生产线全部投产了遥

据介绍袁金龙集团三条生产线 8万
吨铜管项目袁是万州国家级经开区 2017
年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袁 项目占地 100
余亩袁项目总投资近 11亿元遥 第一条生
产线于 2017年 4月 19日开工建设袁当
年年底实现投产袁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遥 又经过一年的努力袁剩余的两条生
产线今天也全面建成投产遥 达产后三条
生产线的产量可实现工业产值 40多亿
元袁年入库税金约 5000万元袁安排当地
就业 500余人袁并同时带动当地其他产
业的繁荣发展袁 其边际效益不可估量遥
多年来袁金龙集团依靠铜管深耕重庆市
场袁在冰箱空调尧汽车空调等方面创造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成为当
地的知名企业遥

金龙集团年产 8 万吨精密铜管
三条生产线在重庆万州竣工投产

12月 8日袁 海亮有色智造工业园
项目在诸暨现代环保装备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遥 该项目
采用海亮自主专利研发技术袁具有自动
化尧智能化尧环保低能耗等优势特点袁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袁标志着海亮将传统制
造升级为智能制造遥 对推动浙江省有色
金属加工业向绿色尧集约尧智能尧高端尧
国际化方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遥
工业园总投资达 61.28亿元袁 计划

用地 1000亩遥根据规划袁园区将分三期
实施院一期计划新上野年产 40万吨铜及
铜合金棒材智能化节能减排移地改扩
建项目冶袁 预计在 2019年 12月竣工交
付曰 二期计划新上 野年产 15万元吨精
密铝材建设项目冶袁预计在 2021年 6月
竣工交付曰三期计划新上野有色金属加
工领域上下游延伸项目及创新实验平
台建设项目冶袁 预计在 2022年 12月前
全部竣工遥

海亮有色智造工业园开工建设
61 亿锻造全球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