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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较早对中国有色金
属提出反倾销的地区袁中国出口
至欧盟的铝箔尧铝板尧光伏等产
品先后遭遇过反倾销遥 近年来除
了双反等传统贸易救济手段外袁
欧盟还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等
方式对中国有色金属产品频繁
设障遥 此外袁随着中国企业走出
国门的步伐加快以及升级换代
的需求提升袁意大利尧德国等欧
盟成员国的有色金属高端生产
企业逐渐成为并购的热点目标遥
为了帮助企业了解欧盟相关贸

易及投资政策袁辅导企业提高应
对贸易摩擦和规避投资风险的
能力袁12月 11日下午袁协会假座
上海物资贸易大厦会议室袁举行
了野中欧贸易争端应对及贸易政
策解读会冶遥

会议特邀上海元达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江海律师作野欧盟贸
易政策解读及应对建议冶专题报
告遥 江海律师从欧盟基本情况和
贸易政策概览尧欧盟主要成员国
的贸易政策概览以及中国在贸
易争端中的应对策略等方面袁系

统介绍了欧盟及主要成员国有
关制度历史背景尧贸易及海关政
策尧知识产权政策尧当地投资政
策尧竞争政策等情况曰并通过对
多个案例分析袁对如何有效应对
中欧贸易争端袁在欧投资注意事
项尧 优化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等袁从实体层面尧程序层面以及
合理运用多边协商解决机制等
环节袁提出了策略和建议遥 会议
吸引了行业内 40多家单位的 50
余位代表参加袁参会人员认真听
讲并做了讨论交流遥

“中欧贸易争端应对及贸易政策解读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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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助力中小企业创业发展

2019 年 12 月 20 日 袁
上海企业发展专家志愿服
务总队北区分团在园区工
作站-揖汇智窑园满星空间铱
商务中心举行 野2019 年终
交流会冶袁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秋丽应邀出席会议袁 并在
会上介绍了协会为中小企
业服务尧 为行业发展作贡
献的情况遥
近年来袁协会坚持服务

宗旨袁发挥政府与企业联系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袁在加强
行业战略协作袁推进产业深
度对接尧 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袁 扎实推进试点工作尧加
强培养体系建设 优化员工
整体素质尧积极修订行业标
准袁 不断提升运行质量尧推
进公平贸易工作袁增强企业
应对能力等方面袁积极为企
业出点子袁办实事遥 与此同
时袁协会还积极参与上海企

业发展专家志愿服务活动袁
为中小企业创业发展出谋
划策尧添砖加瓦遥
刘秋丽秘书长表示袁协

会将一如既往袁加大参与力
度袁提高服务时效尧提升服
务品质袁为上海市中小企业
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方面
的公益咨询和指导袁精准引
导企业发现并解决面临的
实际困惑和问题袁有效助推
企业发展遥

本次交流会由园区工
作站 揖汇智窑园满星空间铱
运营部总监耿华蓉主持袁
她对协会为本次交流会提
供的赞助表示感谢遥 出席
本次活动的有上海市中小
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有关领
导以及静安区尧虹口区尧嘉
定区尧 宝山区企业服务中
心的领导袁 上海创加产业
园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尧
上海企业发展专家志愿服
务总队各区分团团长代
表尧 北区志愿者专家及园
区工作站负责人等遥

由上海市
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尧 上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提出袁
上海市能源标
准化技术委员
会归口袁 上海
有色金属行业
协会负责修订
的 叶铜及铜合
金棒尧 线材单
位产品能源消
耗 限 额 曳
渊DB31/720冤和叶硅单晶及其硅片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曳渊DB31/792冤
二项上海市地方标准袁日前通过专家
审定遥

2019年 11月 13日袁 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地
方标准叶铜及铜合金棒尧线材单位产
品能源消耗限额渊修订冤曳尧叶硅单晶及
其硅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渊修
订冤曳二项地方标准审定会袁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标准技术管理化处领
导主持了会议遥审定专家组听取了标
准编制组关于标准修订情况和主要
技术内容的汇报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
了逐条审议遥 专家认为袁标准结构合
理尧 内容完整袁 标准编写符合 GB/
T1.1要2009规定曰 二项标准均在前
期实施的基础上袁结合当前本市铜及
铜合金棒尧线材和硅单晶及硅片生产
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袁对标准所述产品

的单位能源消耗限额的相关指标作
了调整袁为进一步提升本市有色金属
行业节能管理水平袁推进企业技术创
新提供了技术支撑遥专家组讨论后一
致同意二项标准通过审定袁并希望标
准编制组根据审定意见袁对标准送审
稿作进一步修改尧完善袁形成报批稿
后袁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
布遥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尧市有色标
委会秘书长刘秋丽袁市有色标委会副
秘书长唐宗平和参编企业上海飞轮
有色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尧上海合晶
硅材料有限公司尧上海晶盟硅材料有
限公司的代表出席会议袁认真听取了
专家意见袁应答了专家提问遥 刘秋丽
代表编制单位表示袁将根据审定专家
意见和领导指示袁进一步修改尧完善
二项标准和相关资料袁使之达成报批
稿的要求袁并按时报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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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袁
上海有色金属
行业协会工业
炉窑分会第二
次会员大会在
上海东方绿洲
会议中心举行袁
分会会员单位
共 30余名代表
参加遥

会议由分
会副秘书长尧安
徽芜湖良仕机
械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骆良虎主持遥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院听取分会今
年 5月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报告及明年工作的思路和打算曰
审议和讨论 叶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工业炉分会行规行约曳
渊简称行规行约冤曰新入会的单位介绍企业情况以及协会领导
讲话遥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首先讲话遥 她指出袁10月 25
日袁国务院正式批复和公布了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总体方案曳袁这一方案的推出袁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袁将对包括有色金属产业在内
的整个上海的产业调整和发展袁 带来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遥
协同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袁是上海有色金属行业野十四五冶期
间发展的主基调和总思路遥 她希望各会员单位要牢牢把握国
际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发展的主流和趋势袁以更宽的视野尧更高的站位袁
进一步聚焦重点尧开拓创新尧扬长避短袁积极谋划和探索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尧新路径遥同时袁刘秋丽秘书长对工业炉窑分会工
作提出两点建议院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分会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袁以及行
业间与上下产业链间的交流袁向上游借力袁匹配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曰二是
要进一步增强工业炉窑分会的影响力袁积极走出国门对外学习交流遥

分会秘书长尧 大纪新格工业炉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向大会报告了
分会成立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以及 2020年主要工作思路和打算遥 他
说袁分会成立以来袁分会理事会开展了会员单位间的互访与交流曰积极
参与了上海市地方标准制定及评审工作袁 并完成分会行规行约的起草
编写工作曰分会还不断促进会员单位间的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等活动遥
对于明年工作袁刘建秘书长主要谈了四点思路和打算院一是进一步促进
会员单位互访尧交流和协作袁积极营造行业内相互学习尧相互交流尧合作
共赢的氛围曰二是积极促进和参与区域尧行业标准的建立曰三是拟举办
两次专题学习和技术交流会曰 四是积极参与上海市地方标准的制定以
及探索推进产学研结合和成果共享模式遥

分会会长尧正英日坩工业燃烧设备渊上海冤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希
放就分会起草制定的叶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工业炉分会行规行约曳
渊简称行规行约冤作了说明袁并提请会员大会进行审议遥 与会代表对
叶行规行约曳进行了认真审议袁代表们充分肯定了起草制定叶行规行
约曳的必要性袁并对有关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袁大会经过举手
表决通过了叶行规行约曳遥 杨希放会长感谢与会代表对叶行规行约曳提
出的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袁 表示将充分听取和吸收大家的
意见和建议袁并对叶行规行约曳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袁经有色协会批准
后袁正式发布实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