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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各相关单位院
应保加利亚尧意大利政府邀请袁上海

之帆野一带一路冶经贸巡展组委会将组团
出访两国遥本协会也受组委会的邀请袁将
组团参与本次巡展活动袁 以加强和促进
行业间经济合作袁 推动有色金属贸易额
持续稳步增长遥

本次活动计划出访 11天袁时间定于
2020年 9月 2-9月 12日遥 活动期间将
开展保加利亚尧意大利上海之帆野一带一
路冶经贸展袁拜访当地的大使馆尧政府等遥

活动名额有限袁如有意向参展企业袁
请于近期及时联系协会袁 以便做好后期
的跟进工作遥

关于疫情下铜行业企业如何应对的几点思考
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袁及时了

解国内有色金属行业疫情期间复工复
产情况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于 2月
12日起建立了 野企业复工复产情况通
报冶遥铜业分会也第一时间与理事单位袁
尤其是生产企业建立联络机制袁其中统
计的 24家铜冶炼加工生产企业袁 涉及
国内铜冶炼渊粗铜冤产能 731万吨袁占全
国总产能的 82%袁 精炼铜产能 999 万
吨袁占全国精炼产能的 86%袁铜加工材
产能渊含铜杆冤760万吨袁约占全国总产
能的 40%遥 企业职工约 19万人遥

一尧现阶段铜企业运行情况及主要
问题

1尧铜企业已逐步复工袁复工率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遥

疫情爆发以来袁铜业分会各理事单
位均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袁制定了相
应防控措施袁多数理事单位企业尚未发
现确诊病例渊湖北企业除外冤遥 同时袁按
照地方政府关于延迟复工的要求袁并结
合企业自身实际袁除铜冶炼由于工艺特
点外袁大多数加工和再生企业不同程度
的延迟了复工日期遥 从统计数据看袁截
至 2月 20日铜业分会 24家铜冶炼尧加
工业袁除 1家未复工外袁其余企业均复
工复产遥其中铜冶炼企业复产率 100%袁
产能利用率渊较正常时期冤70%-80%遥从
企业类型看袁大型企业尤其是产业链相
对完整的袁配套体系相对健全的袁产能
利用率较高袁个别企业产能利用率接近
正常时期的水平曰铜加工企业袁总体复
产率达到 88%袁 最晚复工企业于 2 月
18日复工袁 产能利用率约 渊较正常时
期冤50%遥 从复工企业类型看袁大型铜加
工企业复工较早袁但受到返岗人员限制
和下游消费抑制袁总体产能利用率都不
高遥

2尧行业企业反馈的物流受阻尧人员
返岗率低的情况逐步缓解遥

在统计初期渊2 月 12 日冤袁企业反
馈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袁一

是物流受阻遥 随着疫情防控升级袁各地
封路限行尧采取交通管控等措施控制疫
情袁跨省尧跨区公路运输不畅袁导致产
品尧原料尧硫酸尧物资等运输困难曰二是
员工无法完全到岗袁职工返岗率低遥 浙
江尧广东部分地区加工企业由于省外用
工人员较多袁因此一些企业职工反岗率
在初期仅为 30%袁部分冶炼企业也出现
了用工不足的情况曰 三是资金周转紧
张袁返款率低袁产品销售及资金占用压
力大遥 受疫情影响袁铜下游企业及用户
复工率较低袁 造成产品库存一定积压遥
另外在前期可以复工的企业袁多数远离
消费区域袁但受疫情影响袁产品物流运
输特别是公路运输不畅袁导致产品无法
及时交付客户袁 货款回笼难度加大袁资
金压力徒增曰 另外少数企业反馈了口
罩尧消毒液等防疫耗材不足等问题遥 在
统计反馈问题中袁 物流受阻反馈率达
90%曰 人员返岗率低反馈率达 60%曰企
业资金问题和硫酸销售问题袁 反馈率
30%遥 但随着疫情控制的深入和相关政
策的出台袁目前物流问题正逐步的到解
决袁企业反馈部分地区的物流问题已逐
步缓解遥但同时随着生产逐步正常和产
能的恢复袁硫酸销售困难和企业资金紧
张问题正在成为现阶段的突出问题遥

其中硫酸销售问题反馈率已由统
计初始的 30%上升至目前的 80%以上袁
其主要是原因是下游化工企业开工普
遍延后或减产袁硫酸作为特殊产品销售
压力陡然加大袁尤其是湖北地区是重要
流通酸消费地区袁目前铜尧铅锌冶炼企
业普遍存在硫酸涨库的风险袁已有部分
企业已经开始或计划开始压低产能来
减少硫酸库存压力遥

3尧 企业资金周转问题和进口原料
到港问题正成为新的关注点遥

由于疫情影响袁供需两端受挫袁市场
预期不旺袁有色金属价格疲软袁企业资金
越发紧张遥 一方面产品销售问题导致资
金回笼出现问题袁 另一方面前期的信用

证尧押汇及贷款需要支付袁银行可能要收
贷袁两端都挤压企业资金袁因此近期生产
企业比较集中的反馈了该问题遥

另外我国是铜原料进口大国袁约有
80%的铜原料需要进口解决袁2019年我
国共进口铜矿实物量 2100多万吨袁每
个月约有 190 多万吨的进口量袁2020
年 1月 30日袁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 PHEIC 渊即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冤袁 部分
企业反应袁一些国际供应商相继宣布不
可抗力袁停发进口矿袁如果疫情在短期
内不能结束或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延续
PHEIC判断袁 中国铜冶炼企业将有可
能不得不面临无原料可用的境地袁或者
出现竞相压价采购原料袁加大进口原料
谈判的难度遥

总体上看袁铜行业企业对疫情防控
比较到位袁大型骨干铜企业生产运行基
本平稳袁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和一系
列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落实袁在疫
情控制初期爆发的如物流受阻问题尧人
员返岗问题逐步缓解遥而铜行业自身存
在的结构矛盾诸如硫酸产能过剩尧原料
采购压力等等在此期间愈发凸显遥

二尧对铜企业下一步应对措施和今
后行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是企业要做好复工人员的疫情
防控遥前一阶段铜企业疫情防控较好的
主要因素是冶炼企业多数用的是本地
职工袁部分企业采用封闭化管理袁而加
工企业复工率低袁同时复工初期多为本
地职工袁因此总体控制较好遥 但随着外
省职工的逐步返岗复工袁尤其是铜加工
企业复工率逐步提升 渊相对人员密集
型冤袁大量职工开始返岗袁这也加大疫情
防控难度袁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遥

二是企业应强化防范资金风险遥从
目前企业反馈的信息看袁资金问题应成
为企业现阶段防控重点遥尤其是中小型
冶炼企业和民营企业要注意滞销导致
资金回笼出现问题以及与银行之间的

信贷风险的防控袁要及时和当地政府和
银行保持沟通袁 避免出现资金链断裂遥
同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关政
策袁保证信贷资金支持袁对授信内存量业
务予以续作袁不抽贷尧不断贷尧不压贷袁不
改变增强授信担保条件从而变相限制使
用授信袁对企业复工予以资金支持遥

三是继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力度遥 除了物流尧人员返岗问题是疫情
期间的不可抗力外袁企业当下遇到的硫
酸销售困难尧 进口原料采购困难等问
题袁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袁这次疫情
只是更加凸显了矛盾而已遥因此从行业
健康发展角度看袁当下中国铜冶炼产能
已经接近饱和袁 原料供应矛盾日益凸
显袁下游副产硫酸供应严重过剩袁同时
冶炼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压力也
日益显现袁因此严控新建产能袁优化产
业结构应成为全体铜行业企业的统一
认识袁同时行业协会应继续向国家有关
政府部门发出声音袁 通过政策引导袁抑
制各省渊市冤新建冶炼产能的冲动遥

四是加快自救同时不忘转型升级
和新机会遥目前看袁疫情的爆发袁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袁相信未来几个月随
着疫情的逐步解除袁铜的消费短期会出
现大幅增加袁 同时国家为拉动经济袁全
国各地将涌现更多的政策利好的机会遥
因此企业要积蓄力量袁 保持敏锐的嗅
觉袁迎接新机遇和新机会遥 另外企业经
营者要有创新经营思维袁谋划更长远的
发展规划遥 就铜行业发展来讲袁有条件
的矿山企业应大力发展智能矿山袁推进
无人化开采曰冶炼和加工企业在发展智
能制造方面则是未来企业转型升级的
重点遥

疫情过后袁一切恢复常态遥现在袁既
不要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袁更不要
高估了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遥我们一定要
认识到危机之后充满机遇袁只有坚持到
最后袁才能迎接曙光遥

（来源：中国有色金属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2月 1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袁介绍
有序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岗就业工作情况遥

有记者问到院 关于全国企业复工复产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的钥另外袁关于全国涉及国计民生和疫情防控的企业复工复产
达到什么比例钥 我们了解到一些小微企业反映街道办事机构
要求提供的复工申请材料过于复杂袁 对于小微企业复工有什
么规定钥

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二级巡视员唐社民表示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是当前有效应对新冠疫情袁 保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的重要举措遥党中央尧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袁也多次部署遥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袁复工复产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从区域来看袁广东尧江苏尧上海等一些经济大省渊市冤规模
以上的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 50%曰

从企业看袁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袁上游
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进度更快曰

从行业看袁 涉及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复工复产成效比较
明显袁 比如口罩最近几天的产能一直在 100%以上袁2月 17日
的产能利用率达到 110%遥 另外 37家重点监测的粮油加工企
业已经复工 36家袁 有色金属行业重点企业复工率达到 80%袁
炼油行业复工率超过 60%遥 当然您刚才提到企业在复工复产
过程中袁特别中小企业尧小微企业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袁比如返
岗工人不足尧交通物流不畅尧产业链配套难等等问题袁有关方
面也都在积极地想办法袁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难题遥

国家发改委将按照中央的部署袁 会同有关方面重点做好
几个方面的工作院

一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各地区根据疫情情况依法
依规尧科学合理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基础
上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遥 这里我强调几个关键词院依法依规尧科
学合理尧有效防控尧有序推进遥

二是加快组织员工有序返岗袁保障企业正常的融资需求袁优先畅通
货物运输袁做好要素保障遥

三是落实收费公路暂免通行费的政策袁阶段性减免社保费袁实施企
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袁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袁促进复工复产遥 对
地方涌现出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袁发改委已经梳理推广了一批袁下一步还
会陆续推出遥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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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通知铱
关于组团参加 2020年第五届上海之帆
“一带一路”经贸巡展活动的通知

9月 2日 上海要要要保加利亚索菲亚
9月 3日 自由活动
9月 4日 上午院布展

下午院开幕式/展览会展览会
9月 5日 展览会
9月 6日 自由活动
9月 7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意大利热那亚
9月 8日 自由活动
9月 9日 上午院布展

下午院开幕式/展览会
9月 10日 展览会
9月 11日 意大利热那亚要要要上海
9月 12日 到达上海
特色活动院
姨 专业买家商业洽谈
姨 当地主流媒体采访报道
姨 中国当地成功企业经验分享
姨 参观考察当地企业
参展费用院

1尧 参展费用院人民币 116,000元渊如

符合补贴要求费用为 8000元冤
费用包含院展位费渊保加利亚 18㎡

+ 意大利 9㎡ 冤尧随团人员费用 1人曰
费用不含院个人消费尧行李超重费尧

展品运费及特殊道具费等
2尧 参团不参展院人民币 29,500元曰

费用包含院随团人员费用 1人渊签证费尧
机票尧住宿尧部分餐饮冤
费用不含院个人消费尧行李超重费尧

签证快递费等

此表只为意向报名登记袁非正式报
名表遥

填完请发送至 477969331@qq.com
手机号院13661724296 联系人院许寅雯

2020年“上海之帆”经贸巡展日程安排（预）及费用说明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预计
参展人数

邮 箱

意向报名登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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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