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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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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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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产业面临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上升袁 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跌宕起伏及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的外部风险加大曰同时袁国内经济下行压
力袁如房地产尧汽车尧机电和家用电器等与有色金属
密切相关的下游产业景气度下降袁使得 2019年行业
经济呈原料价格震荡下行尧产品产量普遍下降尧经济
效益持续下跌的态势遥

1尧原料价格震荡走低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品种平均现货价格
（单位：人民币元）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
2019年袁有色金属主要品种价格震荡起伏袁除金

属镍同比有 6.64%的涨幅外袁其余品种价格普遍走低遥
跌幅居前两位的是铅与锌袁 全年均价分别为 13940.78
元尧20248.4元袁同比分别下降 12.91%和 13.49%曰铜均
价为 47707.81元袁同比下降 5.66%曰铝均价为 13940.78
元袁同比下降 1.78%曰镍尧锡均价分别为 111623.87元尧
141794.06元袁分别上涨 6.64%和下降 2.53%遥

2尧产品产量全面萎缩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主要品种产量
（单位：吨）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2019 年上海有色金属主要产品产量整体呈继
续下滑态势遥 据上海市统计局最新数据袁2019年上
海有色金属主要产品产量合计为 83.8 万吨 袁较
2018年同期 91.03万吨减少了 7.2万吨袁 同比下降
7.93%遥 按品种来看袁铝材产量自 2018 年结束连续
几年增长尧 首次出现负增长后袁2019年继续出现下
滑袁 产量由 2018年的 52.46万吨下降至 2019年的
49.66万吨袁同比下降 5.35%遥铝合金产量降幅明显袁
同比下降 19.05%至 6.75万吨遥 铝材及铝合金产量
下降袁主要受到国内汽车尧房地产及信息等产业调
整的影响袁终端消费收缩袁使得铝产品生产企业订
单出现下滑袁产销出现下降遥 此外袁为规避贸易摩擦
风险尧降低劳动力及能源成本袁一些 3C电子产业等
终端消费企业的生产线向周边国家转移袁也导致铝
加工企业的订单减少袁 个别企业订单下滑超过
30%遥 铜材也一改近几年连续增长的态势袁2019 年
首次出现负增长遥 铜加工企业主要受电力行业出现
负增长尧 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袁2019年铜材产量
较 2018年下降 4.78%至 27.27万吨遥 从协会统计的
四家铜管生产企业情况来看袁得益于下游空调产量
的小幅增长对铜管消费的拉动作用袁2019年四家企
业铜管产量仍然实现了小幅增长袁 同比增长 1.05%
至 16.26万吨袁 其中最大的两家铜管生产企业要要要
上海海亮铜业尧 上海龙阳铜管产量分别增长了
6.22%和 3.12%遥

3尧铝企利润下降明显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受有色金属主要产品产量和价格双双下滑的影
响袁 有色金属主要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也随之出现
下降遥 2019年有色金属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 335.11
亿元袁同比下降 16.11%遥 其中袁铜材主营业务收入为
122.18亿元袁同比下降 17.42%曰铝材 2019 年主营业
务收入为 109.38亿元袁同比下降 5.34%遥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利润总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利润方面袁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企业利润总额

合计为 12.34 亿元袁同比下降 15.99%曰铜材利润同
比小幅增长 5.21%外袁 铝材利润出现 31%的大幅度
下滑遥 铜材院铜加工企业利润虽然仍保持了增长袁但
相较去年大幅增长的数据逊色不少遥 其中袁去年表
现亮眼的铜管行业尽管产量依旧保持了增长袁但受
空调制冷行业在消费市场萎缩和库存高筑的双重
压力下实行竞价销售策略的影响袁 为了争夺订单尧
抢占市场份额袁铜管生产企业加工费每吨普遍下调
约 800元左右袁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遥 铝材院铝加
工企业的利润下降明显遥 我国汽车工业产销持续下
降尧房地产宏观调控及信息产业的波动所造成的下
行压力袁已经传递到与之相关联的上海有色金属行
业众多铝加工企业袁使不少铝加工企业产销出现了
一定幅度的下降袁有的降幅达 30%以上遥 此外袁在外
贸形势严峻和内需低迷的背景下袁 行业竞争加剧袁
为了争夺客户资源和抢占市场袁 一些企业竞相压
价袁加上价格尧汇率波动袁安全尧环保投入增加袁劳动
力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袁也使企业的利润空间
进一步压缩遥

2019年上海有色金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精简版）

铜 铝 铅 锌 镍 锡
2019
均价

47708 13941 16599 20248 111627 141794

2018
均价

50569 14193 19058 23405 104673 145468

同比% -5.66 -1.78 -12.91 -13.49 6.64 -2.53

（上接第 4版）
据不完全统计袁 协会会员企业及

相关单位袁在这次抗击疫情中袁共向疫
情地区及相关机构捐款达 2300 多万
元 渊不包括企业党员及员工个人捐
款冤袁以及援助大量的医用铜管尧工程
电缆尧低压电气及设备和防护物资等袁
东方希望尧海亮集团尧新湖期货等企业
收到捐赠当地政府发来的感谢信和捐
赠证书遥

四尧协会秘书处在行动袁发挥政府
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疫情发生伊始袁 协会秘书处人员
尚在休假期间袁 但为在第一时间传递
党中央国务院尧 上海市委市政府抗击
疫情的声音袁同志们放弃休假袁以各种
形式细化和落实各项联防联控的措
施遥

1尧坚持舆论先导袁传递政府决策
措施遥 1月 28日袁协会通过叶上海有色
金属信息曳尧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等袁
第一时间发布题为野众志成城 抗击疫
情 我们在行动冶的行业倡议书袁号召
协会会员企业和相关单位袁 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抗击疫情的决
策和措施袁 坚决打赢抗击新型冠状肺
炎疫情的人民战争遥 2月 9日袁协会通
过会员尧理事尧会长微信群分别向会员
及行业企业传达上海野28野条政策及其
惠企政策遥 2 月 15 日袁协会通过微信
公众号转发推送了上海市经信委与市
应急管理局共同编制的企业复工指
南遥 3 月 14 日袁协会通过微信群向行
业企业转发由市中小企业办下发的
野市复工复产硬核政策冶袁 积极组织下

属企业填报遥
2尧掌握行业动态袁宣传企业援鄂

典型遥 通过协会的网站尧微信公众号尧
叶上海有色金属信息曳 月报及时报道尧
积极宣传行业企业落实防控措施袁大
力援助疫情地区以及抗击疫情与复工
复产野两手抓冶的典型事例遥 从 1月 28
日至 3月 27日袁共发布微信公众号 16
期 17 篇专题报道袁叶上海有色金属信
息曳月报出版 3期专报遥

3尧主动排摸挖掘袁帮助企业复工
复产遥 当得知上海大纪新格尧 上海华
峰尧上海晶盟尧上海有色计量站等企业
急需口罩复工复产时袁 秘书处同志及
时联系上海市经信委尧 上海家纺用品
协会帮助解决企业燃眉之急遥 当得知
海亮贸易公司有一批职工需返沪不明
上海的相关隔离政策时袁 秘书处同志
及时联系普陀区商务委了解情况袁并
与长寿街道对接袁 使该公司及时调整
工作安排袁保证企业复工复产遥当得知
沪野28冶条出台后袁秘书处同志及时与
企业联系并做好解释工作遥 同时展开
调研袁 并将企业在租金减免尧 财税优
惠尧金融支持尧社保优惠尧灵活用工等
方面的诉求袁 及时整理汇总向市经信
委提出政策建议遥

4尧疫情无情人有情袁勇于担当社
会责任遥 2 月 28 日袁当市工经联党委
向全体党员发出 野自愿捐款支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冶的倡议时袁协会 7
位共产党员带头响应党委的号召袁踊
跃参加抗击疫情捐款献爱心活动袁共
计捐款 1600元整遥 3月 20日袁上海市
社团局发出 野一封向全体社会组织关

于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大学生就业的
倡议书冶袁协会积极响应袁第一时间向
协会会员单位发出调研表格遥 并提出
招收协会工作人员的呼应遥 3 月 13
日袁 协会收到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发来的叶感谢信曳遥 他们对协会在
第一时间响应党中央号召袁 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袁 主动配合市经信
委袁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袁 做好应急响
应袁保障生产袁支援疫区等工作袁及时
传递和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
府有关抗击疫情尧 复工复产工作的方
针和政策袁 及时收集汇总行业企业信
息袁反映企业的困难尧诉求和建议袁积
极落实各项惠企政策袁 组织行业企业
复工复产袁 充分发挥了政府与企业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
积极评价遥

五尧几点建议
1尧 建议进一步加强行业指导袁促

进有色新材料产业的发展遥近几年袁上
海有色金属行业紧紧围绕上海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的方向袁在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与发展尧 有色金属
新材料创新与应用尧 整合行业间的资
源和优势尧 促进有色新材料与其他产
业袁 尤其是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业的
深度对接等方面袁 进行了许多积极的
探索和实践袁也得到了业界广泛认同遥
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充分重视上海有色
金属新材料的战略发展地位和作用袁
并在产业布局尧政策配套尧科技创新以
及进一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
等给予指导和帮助遥

2尧 建议进一步增强政策扶持力

度袁关注中小民营企业遥目前上海有色
金属行业以民营及中小企业居多遥 要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袁需从产业政策尧金
融财税尧政府服务等方面袁加大对民营
及中小企业扶持力度袁 不断提高支持
和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遥 从目前企
业反馈的信息来看袁 资金问题是企业
现阶段的防控重点袁 建议政府及有关
部门继续保证信贷资金的支持袁 对授
信内存量业务予以续作袁做到不抽贷尧
不断贷尧不压贷袁不改变增强授信担保
条件袁从而变相限制使用授信袁对企业
复工予以资金支持遥通过综合施策袁实
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得到应有的平等待
遇和营商环境袁 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
活力和创造力遥

3尧 建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袁重
视解决企业热点问题遥 针对行业内有
色金属贸易企业普遍反映的袁 困扰大
宗商品行业的印花税的高额税率尧各
个交易环节上针对销项和进项的印花
税重复征缴问题袁 建议上级有关部们
可参考外省市地方现已推出的印花税
优惠政策给予优惠曰 也可参照当前国
税总局颁布的小微贸易企业可以优惠
到 50%的导向给予优惠曰 对于转型期
的行业和企业袁可实行统一免渊平台化
电子交易免征冤 或全行业减征印花税
等政策遥这些建议如能推进袁将更能推
动上海贸易便利化尧减少交易成本尧减
轻企业负担尧 鼓励企业向电子连续化
和区块链技术交易方面加快转型步
伐袁 真实反映上海有色金属现货交易
的实际情况袁 更利于上海国际贸易中
心的建设遥

产品名称 单位 2019年 去年同期 同比%
铝合金 吨 67545.27 83444 -19.05
铜材 吨 272740.35 286420.59 -4.78
铝材 吨 496561.88 524628.86 -5.35

2019年 去年同期 同比%

收入合计院 335.11 399.44 -16.11

其中院铜材 122.18 147.96 -17.42

铝材 109.38 115.55 -5.34

2019年 去年同期 同比%

利润合计院 12援34 14援69 -15.99

其中院铜材 4援21 4.00 5.21

铝材 5援03 7援29 -31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