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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复工复产情况汇总
武汉 新 型 冠 状 肺 炎 疫 情
爆发以来袁 协会及 各 会员 单
位坚决贯彻党中央 关 于疫 情
防控各项决策部署 袁 坚决 贯
彻坚定信心尧同舟共济尧科学
防治尧精准施策的总要求袁按
照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要求袁
坚持多措并举袁 一 手 抓防 疫
工作袁一手抓回复生产袁尽最
大努力袁 减轻疫情 对 企业 造
成的负面影响遥
一尧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在目前联系上的 158 家协
会会员单位中袁 已经复工的企
业有 122 家袁占 77.2%曰其中生
产型企业 63 家袁贸易型 59 家遥
目前尚未复工的企业有 36 家袁
占 22.8%曰 其中生产型企业 19
家袁贸易型企业 17 家遥据了解袁
这些企业大多数将在 3 月份陆
续复工复产遥
1尧企业积极组织复工袁复
工企业达到 77.2%遥 在生产企

业中袁 部分企业为了完成订单
春节期间没有停工袁 其他生产
企业也在 2 月 10 日以后陆续
复工遥 贸易型企业普遍于 2 月
10 日开始复工袁结合企业经营
特点袁 采取居家办公尧 分散办
公尧弹性工作制尧轮班制等多种
灵活的工作方式遥
2尧 目前仍未复工的企业
约占 22.8%遥 这些企业没有复
工的主要原因是有些还在复工
审批过程中尧 有些员工还在隔
离期间遥有一些企业袁由于受当
地政府审批程序尧 上下游企业
运行停滞以及物流尧 用工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袁 企业复工时间
一般要延迟至三月袁 这些企业
以小企业居多遥
二尧 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
产面临的困难
1尧企业复工审批标准不一
致或效率不高袁 一定程度影响
企业正常复工遥

2尧 物流不畅成为制约因
素遥 企业普遍反映在疫情蔓延
的情况下袁 各地采取相关措施
限制人流物流袁 导致多数企业
物流运输受影响遥
3尧市场及价格影响明显遥
受疫情影响袁 协会大多数企业
都延迟复工袁 还有一些企业开
工时间还不确定袁 要视疫情控
制情形而定袁 致使企业订单锐
减袁 即使有订单也无法组织有
效生产遥此外袁在供需两端受挫
的情况下袁 有色金属市场价格
普遍下跌袁 也对企业的正常运
行造成新的压力遥
4尧 返工不及时及用工普
遍紧张遥受疫情影响袁员工不能
按时返厂袁即使返厂袁也有相当
一部分员工按地方要求袁 需要
自我隔离观察 14 天而不能上
岗袁 致使很多企业用工安排非
常紧张袁特别是民营企业尧中小
加工企业等更加明显遥 此外袁

不同地区出入境 政策 及 管理
的差异性袁也导致一些位于沪
苏交界的上海企业袁其住在周
边江苏地区的员 工正 常 上班
受影响遥
5尧企业库存增加袁资金压
力加大遥 由于企业产成品销售
不畅袁导致企业库存增加袁企业
产成品周转速度及资金周转速
度放缓袁 相应增大了企业资金
短缺的压力遥
6尧企业防疫物资如口罩尧
测温仪等供应仍有缺口袁亟需
上述防疫物资等 以保 证 正常
生产遥
三尧建议
1尧 应尽快解决企业物流
不畅问题遥 在优先保证抗击疫
情需要尧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袁建
议各企业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
支持下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袁
促进有色金属生产企业物流畅
通袁 努力保障企业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有序开展袁 确保企业
运行稳定遥
2尧 应强化金融财政扶持
力度遥 积极落实优惠利率尧税
收等信贷财政支持政策袁着
力满足企业复工生 产 融资 需
求袁 根据不同企业 情 况分 类
施策袁 争取符合信 贷 政策 的
早投放尧快投放袁并增加对正
常运行企业中长期贷款投
放袁缓解资金压力袁切实提升
金融服务的持续性尧便捷性尧
灵活性和可得性遥
3尧 应加快企业复工审批
程序袁 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
力度遥 企业要积极争取当地各
级政府的支持袁 在保障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前提下袁 尽快复产
或恢复正常运行遥 要加强物资
保障供应袁 避免因基本保障物
资不到位而产生人心恐慌袁力
求做到疫情防控与 恢 复生 产
野两不误冶遥

并肩战“疫”共克时艰 会员企业、
行业同仁在行动渊二冤
新年伊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悄然蔓延,牵动人心遥 疫情就
是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 面对疫情袁各
会员企业和有色行业同仁积极行动起
来袁踊跃捐款捐物袁并加班加点生产确
保疫区所需物资的供应遥 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袁有色人履职尽责尧团结
一心尧不畏艰难袁昼夜奋战袁始终和全
国人民一起袁并肩站野疫冶袁共克时艰袁
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遥我们坚信袁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袁 只要我们同舟共济袁 众志成
城袁群策群力袁万众一心袁就一定能够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浴

光马甲尧消毒液尧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
资曰海口营业部向海口市钢材经营行业
协会无偿捐赠费用用于武汉防护物资
及一线医护人员慰问曰新湖期货员工还
积极参与街道组织和志愿者基层的各
项防疫工作中遥

新湖期货捐赠 20 万支持抗新冠
病毒研究
医务工作者奋战在阻击疫情的第
一线袁不顾个人安危袁与病毒抗争袁谱
写担当和责任之歌遥 新湖期货积极与
华山医院和上海市静安区红十字会取
得联系袁建立沟通袁向上海医疗救治专
家组组长尧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主任及其研究团队无偿捐赠 20 万
元袁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研究尧疫苗
研制等工作袁 推动科研力量共同抗击
疫情遥
此外袁疫情以来袁新湖期货总部及
各地分支机构先后以公司或个人名义袁
累计向社会各界捐赠了价值近 25 万元
的款项和防疫物资院党支部以特殊党费
形式支援抗疫防控 10168.18 元曰向崇明
区堡镇四滧村无偿捐赠 2000 个防护口
罩曰北京分公司以个人名义经由锦华文
言文捐赠 50 套防护服袁 用于武汉中医
医院汉阳院区曰大连分公司向结对帮扶
的大连庄河市荷花山镇河东村捐赠反

建设项目中遥
2 月 4 日袁 海亮股份浙江基地春
节后第一批用于建设防疫隔离医院的
铜管已在当地政府支持与配合下出
库袁目前正紧急运往项目建设所在地遥
海亮股份生产的建筑用铜管因其
经久耐用尧健康环保尧机械性能好被广
泛用于公共建筑和高档住宅遥 其中因
为铜管有抑制细菌繁殖作用袁 特别适
用于医院场所袁 主要应用于医院集中
供氧尧 手术室净化气体输送尧 压缩空
气尧 负压吸引等医疗用气体和真空用
领域遥 根据国家出版的 GB 50751叶医
疗气体工程技术规范曳要求袁医疗气体
输送管道必须使用无缝不锈钢管和无
缝铜管遥

海亮铜管驰援全国各类防疫项目
建设
日前袁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收
到包括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尧深
圳第三人民医院尧 佛山市应急救治医
院等在内的全国多地用于新型冠状病
毒急症尧 重症救治医院项目建设所需
的医疗铜管需求函袁 望公司尽快供应
新建隔离医院所用医疗铜管遥
接到相关需求后袁 海亮股份积极
响应袁 一方面通过积极调配公司内部
资源袁优先确保防疫项目的供货需要袁
另一方面袁通过向政府部门申请复工袁
以保证未来全国防疫项目建设的铜管
需求遥 海亮股份将积极调动公司全国
各铜加工基地的生产与供应能力袁尽
全力保障全国各类防疫项目的建设与
运行袁并及时尧高效地将高质量的各类
铜加工产品送到全国各防疫隔离医院

华峰集团持续捐赠紧急防疫物资
套浴 冶

野意大利已采购到防护服 1 万

野日本已联系落实 600 套防护
服尧1.5 万个医用口罩浴 冶
野韩国尧西班牙等批量防疫用品正
在采购联系中浴 冶
野国内采购的 4000 套防寒服已到
位袁100 万只医用口罩已预订浴 冶
野国内上游供应商免费提供散装
次氯酸钠消毒液 10 吨渊浓度 4%-6%袁
可配置 2000 吨消毒剂冤 及 84 消毒液

渊5kg 装冤400 桶已到位浴 冶
噎噎
连日来袁随着国内确证病例数字不
断上扬袁 华峰集团持续发动集团各公
司尧海外销售办事处渊公司冤尧采购部门
及供应商渠道袁争分夺秒袁合力战野疫冶袁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急缺的医疗防护
物资袁 并组织物流持续发运防疫物资袁
捐赠驰援温州尧瑞安等地疫情防控一线遥
2 月 4 日下午 3 时许袁华峰集团尧
华峰超纤向江苏启东市尧 吕四港镇捐
赠医用防护服 1000 件尧 防寒服 2000
件尧口罩 6.5 万个尧消毒剂 600 吨等总
价值 110 万元防疫物资遥
2 月 5 日上午袁 华峰氨纶将通过
浙江省经信厅向省红十字会捐赠 1.5
吨尧约 450 万只口罩耳带生产原料袁这
是华峰氨纶自 1 月 31 日袁向湖北仙桃
口罩生产基地捐赠第一批可用于制作
3000 万个以上防护口罩用弹力耳带
以来的再次捐赠遥
除了把在全球接力采购到的急缺
防疫物资捐赠外袁 作为防护用品原料
供应商的华峰氨纶袁 也争分夺秒加快
生产袁创造条件增加产能袁加班加点战
疫情袁及时尧足量保障医疗防控物资原
料供应袁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必要条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