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训遥
43尧2019年 9月 19日袁野中国工博

会新材料论坛要要要2019中国汽车新材
料应用高峰论坛冶 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在上海召开遥 论坛得到了 18家行业
协会的积极支持和汽车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代表 500余人的广泛参与遥 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材料处处长
蒋玮尧 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
会长管维镛等领导出席会议遥 上海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智能制造推进处
副处长陈可乐袁 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
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荻袁
同济大学车用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黄云
辉教授等 28 位领导和行业专家围绕
汽车未来发展趋势尧 材料在汽车领域
的应用前景尧 技术发展方向等热点问
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遥 论坛还特设野面
对面冶交流平台袁进行野一对一冶专家辅
导袁并通过野新材料与汽车产业链深度
对接冶环节袁由专家点评指导获奖企业
发布的新产品袁 畅通汽车上下游企业
间的沟通环节遥

44尧2019年 9月 19日袁 由上海有
色金属行业协会尧 上海市汽车工程学

会发起组建的专委会向来自上汽乘用
车尧北汽尧吉利尧比亚迪尧江淮尧东风尧汇
众尧华域皮尔博格尧同济大学等汽车整
车企业以及零部件总成企业共 13 位
专家颁发 野上海汽车创新材料与应用
评审专家冶证书遥

45尧2019年 9月 19日袁 由上海有
色金属行业协会尧 上海汽车工程学会
等 7家行业协会及上海有色网共同搭
建的 野汽车创新材料及应用战略平
台冶袁发起的汽车创新材料与应用评审
活动袁 共收到来自 157 家企业的 232
份野汽车新材料产品自荐表冶袁由来自
国内众多知名汽车整车以及零部件总
成企业共 13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
了评审袁 最终有 36家企业荣获野2019
年最具潜力的汽车材料创新冶奖遥

46尧2019年 9月 20日袁 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协会和上海有色网组织企业
代表参观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遥

47尧2019年 9月 30日袁 由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主编的 DB31/T220-201X
叶工业炉窑节能管理与监测通则曳和
DB31/T34-201X叶工业炉窑热平衡测

试与计算曳两项标准修订送审稿袁通过
市专家组专家的审定遥 协会副会长单
位正英日坩工业燃烧设备渊上海冤有限
公司参与了修订遥

48尧2019年下半年袁协会秘书处先
后走访了奥托容克冶金设备尧 上海华
峰铝业尧同济大学车用新能源研究院尧
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尧上海晶哲尧上
海合晶硅材料尧天纳能源尧上海晶盟尧
五鑫铜业尧日光铜业尧申茂铜业尧神火
铝业等研究机构及会员企业袁 实地了
解生产及经营情况袁 并就有色高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开发尧 市工程
系列职称评审尧六十六号站技能鉴定尧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5 项标准修
订尧 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对接等相关工
作听取意见遥

49尧2019年 10月 12日-21日袁协
会刘秋丽秘书长及上海蓄电池环保产
业联盟的会员单位袁 上海鑫云贵稀金
属尧上海金臧物资尧湖州盛义铜管尧上
海飞轮有色新材料尧天津东邦铅资源尧
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尧 天津杰士
电池等 22 家单位的领导赴欧洲开展
学习交流活动遥

50尧2019年 10月 16日-24日袁协
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唐宗平赴德国
参加为期八天的第 21 届德国杜塞尔
多夫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遥

51尧2019年 10月 28日袁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尧 上海
有色金属职业技能鉴定所组织 野铅酸
蓄电池配送与回收冶 专项职业技能的
考评员参加了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组织的上海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
评员培训遥 来自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尧上
海杰士鼎虎动力尧 上海电子废弃物资
源化协同创新中心尧 上海曼配实业等
六家单位的十名技术管理人员参加了
企业鉴定考评员通用能力要要要职业道
德培训遥

52尧10月 31日袁野上海市废铅酸蓄
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点工作冶 推进座
谈会召开遥 上海鑫云贵稀尧宝武集团环
境资源尧上海楚鑫环保尧上海天成等四
家试点单位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
会尧上海蓄电池产业联盟的负责人尧领
导等等汇聚一堂袁 交流目前在推进试
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尧 共同探讨下一
步如何推进试点工作遥

窑2窑 2019年 10月 31日上海有色金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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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会员单位信息优先在协
会的报纸尧 网站和微信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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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乔叶平袁郭岱华
网址院www.sys.ac.cn
邮箱院office@shysjc.cn

发送对象院有色行业相关企业
印刷单位院上海长城绘图

印刷厂
印数院4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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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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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论坛指导单位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尧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
究中心渊国家智库冤曰
论坛主办单位院上海市地质学会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
上海有色网信息科技股份公司

论坛协办单位院华东六省一市 10家矿业组织及单位曰
论坛承办单位院上海矿业全产业链服务平台要要要上海联合体
二尧论坛主题院战略性关键矿产国际竞争与趋势
报告一 新兴产业关键矿产全球趋势与布局
报告人院王高尚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尧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

究中心 主任袁地质调查国际计划首席科学家
报告二 当前矿业热点剖析
报告人院王家华 中国矿业联合会原常务副会长尧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

源战略研究中心 特聘顾问
报告三 全球资源配置中值得警惕的陷阱
报告人院 栾政明 深圳国际仲裁院 仲裁员尧 矿产能源专业委员会 执行主

任袁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 主任
报告四 新兴产业的并购及产业链的构建 要要要 从铯说起
报告人院王平卫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报告五 新兴产业关键矿产定价指数的实践与思考
报告人院范 昕 上海有色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对话与互动要要要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全球布局的新思维
对话人院张顺金 紫金集团投资部 总经理

常兴国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公司投资管理部 副部长
匙 文 中色丝路矿业咨询渊北京冤有限公司 总裁

三尧论坛时间院2019年 11月 4日渊周一冤 8:00报到 9:00开始 17:30结束
四尧论坛地点:上海地质大厦二楼会议室渊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930号冤
五尧会务费 800元 \人渊含午餐袁住宿自理冤
六尧联系人: 徐寅雯 13661724296 邮箱院ShanghaiLHT504@163.com

汽车行业是上海支柱产业袁 也是原材料应用
的重要下游领域袁 为了加快有色金属行业转型升
级袁 协会近年来积极推进有色新材料在汽车行业
的应用袁联合稀土尧汽配尧塑料尧钢铁尧化工等行业
协会以及上海有色网共 8家单位共同搭建了 野汽
车创新材料及应用冶合作战略平台袁打破上下游沟
通的壁垒遥但随着轻量化技术的发展袁铝在汽车上
的应用也遭遇到了其他材料如塑料尧 碳纤维等的
威胁遥

2019年 10月 16-24日袁上海有色金属技术标
准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宗参加了汽车创新材料及应
用合作战略伙伴之一要要要上海塑料行业协会组织
的考察团袁赴德参观为期八天的第 21届德国杜塞
尔多夫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渊简称野K 展冶冤遥
塑料产品最大的市场是包装行业袁 年使用塑料树
脂将近 40%袁有色金属行业的铝和铝箔袁可以说是
塑料包装的亲密伙伴遥 建筑行业是塑料应用的第
二大市场袁占有 20%遥 值得关注的是汽车市场袁塑
料虽然只占用了 10%袁但实现了最高的增长袁得益
于全球掀起的汽车轻量化工程遥 国内已经有应用
塑料外壳渊顶尧盖尧门冤的新能源微型车袁而此次展
会上则展出了全塑壳渊1顶尧2盖尧2杠尧4门冤的宝
马轿车袁 车内凡是能用塑料代替金属的都用上了
塑料袁包括仪表盘尧座椅架尧地板等能一体注塑的
大件遥 有展商展示了汽车行业大型零部件生产的
紧凑型解决方案曰 一步法成型带局部高光表面的
汽车发动机盖板等技术与部件遥

近年来袁 全球塑料行业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
势头袁 有数据显示袁 欧洲的塑料产量约占全球的
20%袁仅次于中国的 29%袁略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
的 18%遥 近期欧盟国家在包装尧建筑尧日用尧汽车等
领域的塑料制品需求依然不减袁显示出袁在循环经
济框架下袁以塑料工业 4.0引领袁将有力挑战世界
主要塑料新材料及其制品的产区袁 并影响金属制
品生产与国际贸易遥 同时袁隐含贸易技术壁垒袁如
汽车用塑料零部件可为进口同类轻金属汽车零部件设置
门槛曰循环经济政策设置产品的野碳足迹冶追溯袁优先原料
再利用产品渊产品是否节能和资源节约型的冤袁等等要要要这
些不仅值得国内塑料企业思考袁也应引起金属行业企业对
于替代的考量袁以便及早应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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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公平贸易铱

美将对我 3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产品启动排除程序
商务部 10月 22日消息袁美

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袁称将自 10
月 31日起对中国 3000亿美元加
征关税清单产品启动排除程序遥

自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0年 1月 31日袁美国利害关
系方可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渊USTR冤提出排除申请袁需要提
供的信息包括有关产品的可替
代性尧是否被征收过反倾销反补
贴税尧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
与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相
关等遥

如果排除申请得到批准袁自
2019年 9月 1日起已经加征的

关税可以追溯返还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渊US鄄

TR冤在一份通知中写道 袁自
2019年 10月 31日起袁 到 2020
年 1月 31日袁 美国利害关系方
可向 USTR提出排除申请袁野每
一个排除程序的申请袁需要明确
标识特定的产品袁提供支持数据
和申请排除的理由遥 冶

除了产品的基本信息袁需要
提供的信息还包括有关产品的
独特性曰 是否被征收过反倾销尧
反补贴税曰是否仅可从中国获得
或曰 是否可从美国和/或第三国
获得曰 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

与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相
关曰 以及对特定产品征收额外关
税是否会对申请者或其他美国利
益相关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遥

之后袁USTR将 野根据具体
情况及排除理由袁对每项申请进
行评估袁包括排除程序是否会损
害 301调查的宗旨袁以及该申请
是否对产品作出了足够准确的
定义遥 冶

此外袁通知中还写到袁野所有
排除程序的有效期是从 2019年
9月 1日开始后的 1年遥 冶
渊外贸经理人冤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