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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对象院有色行业相关企业
印刷单位院上海欧阳印刷厂

有限公司 
印数院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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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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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会员单位优先在协会的
报纸尧 网站及微信上展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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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冉等 15 位
同志获得工程师任职
资格遥 经上海市工程
系列仪表电子专业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委员会于
2019年 12月 11日评
审会议通过袁 上海有
色金属行业协会组织
申报的上海有色金属
工业技术监测中心有限公司张艺冉尧何新
宇尧上海有色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
健尧 上海申茂电磁线有限公司宋健步尧上
海晶盟硅材料有限公司陈建纲尧 吴勇尧王
俊杰尧上海龙阳精密复合铜管有限公司刘
昆尧常拯国尧武国朋尧薛德方尧上海大华新
型钎焊材料厂林春花尧通标标准技术渊上
海冤有限公司何易尧黄峰尧李文杰等 15名
同志具备工程师任职资格遥

高璇等 3位同志获得高级工程师任
职资格遥经上海市工程系列仪表电子专业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于 2019年 12 月 13日评审会议通过袁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组织申报的上海晶
盟硅材料有限公高璇尧上海神火铝箔有限
公司郝凤昌尧天纳能源科技渊上海冤有限公
司赵阳 3名同志具备高级工程师任职资
格遥

2020年 1月 3日下午袁 中国工博会
新材料工业展总结会暨 2020年组展工作
启动会在东华大学召开遥上海市经信息委
新材料处副处长黄捷尧调研员李慧民等领
导出席会议遥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秘书
长刘秋丽参加了会议遥会议由上海市经信
委新材料处金叶科长主持遥

会上袁黄捷副处长首先对 2019年新材
料展的亮点作了总结袁 并希望通过本次会
议袁大家出谋划策尧畅所欲言袁争取把 2020
年新材料展办的更加有特色的尧有亮点遥

协会秘书长刘秋
丽在发言时表示袁2020
年将是协会第一次以
协办单位的身份参与
新材料产业展袁 协会
将进一步加强与展会
的互动遥 一方面组织
行业比较有特色的有
色金属企业参与袁在
新材料产业展集中一

块区域进行展示袁另一方面加强相关论坛
活动与展览的结合遥

各参会单位代表也在交流发言中袁就
如何办好明年工博会新材料展纷纷建言
献策遥

最后李慧民调研员在总结发言中指
出袁办好新材料展要深思和探索如何做好满
足参展企业尧组织单位尧普通观众三个方面
的需求袁希望新材料产业展逐渐向国内化尧
国际化发展袁 提高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晓
度袁真正打造成高知名度的应用推广平台遥

1 月 15 日下午 , 上海
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尧上海市
经济团体联合会 2020新春
联谊会在市政协江海厅举
行遥 上海市第十届政协主
席尧 市工经联原会长蒋以
任袁经信委有关部门领导以
及各行业协会负责人等近
200人出席会议遥 市工经联
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鹤富主
持联谊会遥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协会秘书长刘秋丽在会上作交流发言遥

市工经联党委书记尧 会长俞国生在致辞中向大家致
以新春的祝福袁 并对市工经联联合全市各行业协会在
2019年围绕国家战略袁紧贴市委市府决策部署袁在野服务
企业尧规范行业尧发展产业冶中所做的积极工作和取得的
成绩表示了充分肯定袁对 2020年在工作中如何结合创造
性地把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到实处袁为
服务上海野四大品牌冶和野五个中心冶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提
出了希望遥

市工经联常务副会长管维镛宣读了关于表彰野2019
年上海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冶 的决定与关于表彰
野2019年上海市工经联企业科技创新最佳案例冶的决定袁
蒋以任等与会领导为获奖的单位进行了颁奖遥

会上袁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和市电子商务行业协
会作了交流发言遥刘秋丽秘书长呼吁袁传统行业的秘书长
不仅要加强和拓展服务企业的方式和方法袁 更要去思考
产业在转型升级中如何引领行业的发展和有效的定位遥

联谊会在各行业协会推送的文艺节目表演中被推向
高潮遥来自各协会的文艺骨干们的精彩演出赢得了观众们
阵阵掌声遥 联谊会在团结尧奋进尧喜庆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遥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2019
年度专业技术职称渊资格冤评审会议
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召开遥 2019
年申报行业协会技术职称渊资格冤的
有 9人袁其中申报高级职称的 5人袁

中级职称的 4人遥 经过专家评审 9
人均顺利通过遥 参加本年度职称送
评的有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再生有限
公司尧 上海杰士鼎虎动力有限公司
等八家企业遥

2020（第十五届）铅锌峰会

主办方院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尧
上海有色网

会议日程

第一天 供需洽谈 &评选颁奖

12:00-14:00 签到 &交流
14:00-14:30 颁奖仪式
14:30-17:00 名企洽谈·供需交流
18:00-20:00 招待晚宴

第二天 上午 宏观经济 &产业
政策 &矿产供需

09:00-09:45 2020 年全球经济
走势及分析

窑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测
窑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及看法
拟邀嘉宾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09:45-10:15 中国铅锌行业现状

和发展趋势
继叶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15)曳出

台袁 工信部提及将全面修订铅锌等有
色行业规范袁行业标准升级钥

窑排污许可制的实施对铅锌行业
的要求袁企业如何实现自我管理钥

发言嘉宾院彭涛袁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协会铅锌分会秘书长

10:15-10:45 2020 年再生铅产
业政策及未来发展趋势

窑废铅蓄电池跨区域转运与集中
回收试点进展

窑废铅蓄电池回收标准实施
窑再生铅新建产能能否有效释放
拟邀嘉宾院李士龙袁中国再生资源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10:45-11:10 2020 年铅锌矿生

产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窑铅锌矿新增产能介绍
窑环保等政策对新增产能投放的影响
窑海外铅锌矿山投产情况 &海外

矿投资的机遇和风险
拟邀嘉宾院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35 2020年锌价格分析
窑2020年锌价格区间判断
窑锌价短期尧中长期交易逻辑
拟邀嘉宾院李代胜袁上海有色网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分析师
11:35-12:00 铅锌期货市场现状

及发展
拟邀嘉宾院上海期货交易所

12:00-13:30 自助午餐

第二天 下午 铅锌基本面 &
冶炼动态 &下游消费

13:30-14:00 2020年铅价格分析
窑2020年市场供需矛盾点分析
窑2020年铅价走势
拟邀嘉宾院夏闻鸣袁上海有色网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分析师
14:00-14:30原生铅企业对原材

料的使用配比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窑原料使用配比情况
窑原材料成本对比
拟邀嘉宾院知名冶炼厂
14:30-15:00 锌冶炼成本情况分

析及高利润下冶炼厂扩建情况
窑锌冶炼成本计算
窑国内新扩建炼厂的投产进程
拟邀嘉宾院知名冶炼厂
15:00-15:30 茶歇交流
15:00-15:30 2020 年蓄电池消

费市场能否回暖？
窑电动自行车野新国标冶推动电池

野轻量化冶 未来用铅趋势如何
窑政策促使蓄电池企业外迁海外

市场如何
拟邀嘉宾院天能集团 \超威集团

15:30-16:00 2020 年镀锌消费
情况简析（结构件、铁轨等）及镀锌成
本比例分析

窑2020年镀锌终端使用占比
窑大中小型镀锌企业成本分布
拟邀嘉宾院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热浸镀专业委员会 \天津友发集团 \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16:00-16:30再生锌在实际应用
中比例提升情况

窑再生锌炼厂投产情况
窑影响再生锌企业扩产的因素
拟邀嘉宾院 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鑫联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8:00-20:00自助晚餐

参会联系人：
曹娟娟渊铅冤院 021-51595790

13564728530 邮箱院caojuanjuan@ly
10000.com

张毛毛渊锌冤院 021-51595845
18321269197 邮箱院zhangmaomao@
smm.cn

协会联系人：
许寅雯院021-33872553

13661724296 邮箱院xyw@ csnta.org

协会参加中国工博会新材料
工业展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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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协会组织申报的 18名中、高级工程师

任职资格评审通过

姓名 单位 评定职称

张 斌 银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李裕琴 上海宇擎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来晓君 上海钛尤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卫中领 比欧西渊中国冤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罗宏伟 上海瑞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吴明星 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工程师
李培芹 上海杰士鼎虎动力有限公司 工程师
刘 辉 日星金属制品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工程师
罗杨漾 上海瑞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师

【会议通知】

2019年行业技术职称
（资格）评审结果出炉

http://www.csnta.org
http://www.sys.ac.cn
mailto:office@shysjc.cn
mailto:xyw@csnt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