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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工作 

欢迎昆山昱纬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入会 

8 月 1日，常务副秘书长卢致逵和副秘书长、专家委副主任于云靖考察了昆山昱纬钢铁

制品有限公司，受到了该司石峰总经理和罗飞副总经理的热情接待。石总介绍了昱纬钢铁的

发展历史和现状，罗飞副总陪同秘书处工作人员参观考察了公司生产线。 

昱纬钢铁是成立于 2000 年的合资企业，总资产 1,250 万美金，拥有 7 条进口高频焊管

生产线，年产能 5 万吨。经过多年发展，“昱纬钢铁”已从单一的制管企业发展成制管、管

材深加工、金属深加工、金属加工设备制造和金属进出口贸易等多元化企业，为了满足市场

需求，该厂还在天津和武汉投资设立以“昱纬”为名的汽车管件生产厂，企业规模得到有效

扩张。 

近年来，该厂不断延伸产品的后道工序，变卖原料钢管为钢管近终型产品，使产品附加

值得到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2018 年该厂销售收入 2 亿

多元人民币，钢管和各类钢管制品 5万余吨。 

该司十分重视科技创新的投入，年科研经费的投入不低于当年销售收入 3%，至今该司

已持有 23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该司自行研发的集制管、精抽为一体的集成生产线，通过

抱钳组件夹紧钢管穿过变径模具并将其输送至校直区，实现了冷拔钢管的连续生产，去除了

冷拔工艺中的打头工序，解决了现有冷拔技术中材料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代表协会，欢迎昱纬钢铁加入协会大家庭，希望昱纬钢铁用好协会

这个平台，促进昱纬钢铁生产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秘书处走访新莱应材股份 

8 月 1日下午，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和于云靖副秘书长走访了理事单位——昆山新莱洁

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莱公司 ) ，深深感受到新莱公司通过近年的转型升

级，已经成为国内少数覆盖电子洁净、生物医药、食品三大领域的高洁净应用材料研发与制

造的领先厂商。 

该公司市场部经理邹新宇介绍说，新莱公司拥有新材料技术、精密机械加工技术、表面

处理技术、洁净室技术和超高真空技术等一系列核心技术，是目前国内同业中少数拥有完整

技术体系的厂商之一，在国际同行业中亦处于领先水平。产品的母材纯度、加工精度、焊接

技术、表面粗糙度、极限真空度等技术指标获得了包括英特尔 ( Intel ) 在内的国际知名

客户的认可，符合包括 SEMI、ASME BPE、3-A 等一系列国际标准和规范。新莱公司先后通

过了由德国 TüV机构实施的欧盟承压设备指令( PED )认证、美国 3A公司实施的 3-A卫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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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认证和由英国标准协会( BSI )实施的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多项国际认证，

产品符合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ME )BPE 产品和国际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协会( SEMI )的行

业标准。 

近年来新莱公司瞄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我国电子半导体产业，通过自主创新、共享协

作，精细研发设计出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 Advantorr 和 Nanopure 产品，在电子洁净行业拥

有一席之地，半导体领域自主品牌 Nanopure 技术已经与美国、日本技术同步。继续 2018

年再获北方华创“TOP100核心供应商”表彰外，2019 年又荣获中电科 48所 295 家供应商中

最重的“战略合作奖”。而受益于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去年上半年，新莱应材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 76.09%-100.10%。 

邹新宇还介绍说，近年来新莱公司进入快速发展轨道，陆续在昆山设立了研发中心和三

家制造工厂；2011 年 9 月 6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2016 年收购的美国 GNB 

Corporation，至今已发展成莱恒洁净材料气体阀门及超洁净管路系统；2018年 4月全资收

购山东碧海包装公司，进入液态食品包装领域。目前的新莱已成为拥有 6 家全资子公司、1

家合资公司组成的集团化企业。 

协会对新莱公司高质量的快速发展表示衷心地祝贺，祝愿新莱公司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

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会员动态 

上上德盛主办浙江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现场会丽水站 

近日，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指导，丽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松阳县人民政府、浙江

省企业信息化促进会主办，松阳县经济商务局，丽水市软件协会承办的全省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现场会暨丽水市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会在丽水市松阳县召开。 

与会嘉宾参观了上上德盛集团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共有上上德盛等 8家企业列入省级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示范试点企业；松阳县上上德盛与青田县三辰电器等 2家企业自建平台

列入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019 浙江省民营企业 100 强，久立集团上榜，第 79 位 

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以企业 2018 年度营业收

入（销售总额）为基本标准，由企业自愿申报为主，参考其当年净资产、纳税额、净利润等

指标，结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年报及相关数据进行排序，联合公布了“2019 浙江省民

营企业 100强”榜单。 

久立集团创建 30 多年，以生产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材、双金属复合管材、管配

件等管道系列产品为主业，发展电磁线、电缆用铜杆、钢结构、精密工模具等辅业。公司以

2018年各方面综合成绩上榜，排名第 79位。 

宁波绿矾承建的河北废酸处理设备项目安装成功 

7 月 23 日，由宁波绿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的河北废酸处理设备项目已安装成功。

目前设备正在试运营阶段，预计三天后正式投入生产。 

自项目开工以来，在总经理带领下的技术安装部。克服一切困难，不怕苦，不怕累，完

美的展现了宁波绿矾的企业文化。7月中旬，公司窦总亲临现场考察指导工作，加快了项目

进程，严格把关项目质量。此次废酸处理设备的顺利安装离不开项目部全体人员的辛勤努力，

今后公司会以此为契机，继续高质量、高标准的严格要求，为企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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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副会长季学文 被授予“工匠浙商”荣誉称号 

8 月 9 日，由浙江省浙商研究会主办的 2019 浙商（夏季）论坛在余杭举行。来自省内

外的 15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围绕“不忘初心——工匠精神驱动浙商高质量发

展”的论坛主题各抒己见，交流心得，分享经验，为推动浙商以工匠精神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出谋划策。上上德盛集团董事长季学文演讲《企业基业长青》。 

为弘扬和倡导工匠精神，激励更多的浙商企业家以工匠精神开拓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会

上，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授予陈励君、凌兰芳、戚金兴、季学文、季惠君等十二名浙商“工匠

浙商”荣誉称号。 

 

国内外行业动态 

宝武宝山转型区域七大首发项目启动 

7 月 31 日，中国宝武宝山转型区域首发项目启动仪式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举行。

中国宝武在宝山转型区域的三大园区揭牌，7个首发项目集中启动，并与宝山区签订了罗泾

地块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宝武三大园区为吴淞国际艺术城、吴淞口国际科创城和长江口创智产业园，将按照

“规划引领、政府主导、合作开发、市场运作”的原则，在上海市、宝山区的支持下，在宝

武钢铁生态圈和上实、临港各相关方的合作和努力下，布局高端高新产业。其中，特钢地块

以“两新”（新材料、新硬件）产业为引领、不锈钢地块以“双创”（科创+文创）产业为支

撑；罗泾地块以“智能制造、供应链、数字信息技术等”为主导，打造产城融合、功能复合

的创新城区和高经济密度的“产业新区”，努力建设成为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和城市更

新的示范区、国家创新创意创业功能的集聚区、国际城市文化旅游功能的拓展区。 

下半年我国光伏市场或呈爆发式增长 

今年上半年，海外市场是中国光伏制造保持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光伏产品（硅片、电池

片、组件）出口总额 10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其中组件占光伏产品的出口比例超 9

成。光伏全产业链主要企业呈现产销两旺的局面，基本保持满销满产。在此背景下，骨干企

业的品牌、技术、营销等优势明显，而中小企业或沦为其代工厂，或停产重组。 

而下半年降价的压力将增大。数据显示，今年纳入补贴竞价范围项目名单平均度电补贴

强度约为每千瓦时 0.0645 元，与采用指导价相比下降了 50%以上。业内人士指出，平价过

程中，光伏产业利润率面临不可避免的持续下降，为保证持续的研发和技术创新，业内并购

重组将成为常态，拥有技术积累优势、管理制度优势、生态品牌优势的企业将脱颖而出。 

7 月我国出口钢材 557 万吨 

海关总署 8月 8 日数据显示，2019年 7月我国出口钢材 557.0万吨，较上月增加 26.4

万吨，同比下降 5.4%；1-7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3996.9 万吨，同比下降 2.9%。 

7 月我国进口钢材 84.2 万吨，较上月减少 10.3 万吨，同比下降 18.3%；1-7 月我国累

计进口钢材 666.4万吨，同比下降 13.4%。 

7 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101.6万吨，较上月增加 1583.7万吨，同比增长 1.2%；

1-7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59007.5万吨，同比下降 4.9%。 

7 月我国出口焦炭 48.5 万吨，较上月增加 10.3 万吨，同比下降 40.9%；1-7 月我国累

计出口焦炭 433.1万吨，同比下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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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局将承建全球最大口径海上输油管道 EPC 项目 

8 月 9 日，管道局收到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向 CPP+HK 联合体发出的巴里巴半第五

炼厂拉维拉维单点系泊及相关设施建设项目中标函，管道局将承建全球最大口径海上输油管

道 EPC项目。这是中国 EPC企业打开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大门的首个项目。 

管道局通过与其他 26 家知名企业竞争中标，为今后在东南亚最大的市场(印度尼西亚)

树立管道局企业品牌、展示国际一流油气储运工程综合服务商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项目海上输油管道为 52英寸(加上水泥配重层为 60英寸)，是目前全球最大口径的海

上输油管道，包括“重量级”的单点系泊和原油储罐，管理和施工能力都是较大的考验。 

国家油气管网公司成立文件已下发 

备受关注的国家油气管网公司成立文件已下发，挂牌时点已越来越近。国家能源局正在

组织建立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和信息报送平台，待国家油气管网公司成立后，平

台将正式上线。 

另据媒体报道，油气管网公司成立后，将由国资委直接管理，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国海油三大石油央企平级。同时，在股权构成上，公司在所有权方面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由国资委代表国家控股，三大石油央企参股，社会资本亦可参股；在运营模式上，公司的投

资建设权将放开，所有权、运营权和使用权也将分开，这一模式将有助于向第三方市场主体

无歧视地开放管网设施，实现市场主体在使用管网时地位平等，符合油气管网改革的初衷。 

青山钢管顺利通过 API 美国石油协会再次认证 

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 月顺利获得 API美国石油协会国际权威认证证书，

该证书标志着青山钢管的石油管道生产能力得到了国际认可。 

此次青山钢管再次获得 API美国石油协会颁发的 Spec Q1认证和 API-5LC证书，证明了

青山钢管产品的生产过程及质量得到国际认可，为青山钢管的发展给予了更大的信心。同时

也标志着青山钢管产品拥有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和“敲门砖”，为青山钢管进一步打造国

际品牌、开拓海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兴工程：投身国家级重点项目，致力用水管道安全 

8 月 7日上午，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工杨力、第二设计所副所长

王洋、工艺室主任饶磊等一行五人到新兴工程与其合作承担的国家十三五课题“给水和排水

管网安全运行保障集成智能监管平台”中试验平台建设进行了观摩和沟通。 

新兴工程总经理申勇表示：新兴工程将会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地完成试验平台的建

设，同时将协助北京市政院完成课题项目后续的试验工作。通过国家重点计划研发课题的合

作，新兴工程将进一步提高在给排水行业管网爆管智能识别和定位技术水平，为管网的安全

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21 万余吨鞍钢管线钢支撑中俄东线中段建设 

2017年至 2018年，鞍钢股份陆续为中俄东线北段供货 X80M高级别中厚板管线钢 10多

万吨，助力了中俄东线北段顺利竣工，得到客户高度赞扬。 

此次，鞍钢再担重任，为中俄东线中段供货 21 万余吨 X80M高级别管线钢。鞍钢充分发

挥鲅鱼圈 5500宽厚板生产线、本部 2150生产线优势，在前期成熟的保供方案基础上，全系

统协同，优先排产，确保及时生产出高质量产品。据了解，为满足客户需求，保证项目顺利

建设，鞍钢股份已紧急供货 9万余吨，后续产品正按照合同有序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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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特管阿曼不锈钢石油套管订单高质量交货 

近日，邯郸特管对外贸易组传来喜讯，出口阿曼石油套管订单高质量交货。 

此次订单是继前两次合作的又一订单，不锈钢材质特殊、订单规格大是这次合作最鲜明

的特征，这对邯郸特管的技术攻关能力提出更高的考验。 

邯郸特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对各项目标任务实施菜单式分解、项

目化推进、审计式验收和公开化考核，各项任务有条不紊的推进。在攻关小组精诚团结、共

同配合下，邯郸特管产品顺利通过冲击检测、拉伸检测和热处理等实验，且各项指标均符合

技术协议要求，实现高质量交货。 

华菱湘钢成立首家海外公司 

为进一步拓展全球营销网络，把握市场变化，提升国际终端客户服务水平，7月 18日，

华菱湘钢新加坡分公司成立。这是华菱湘钢成立的第一家海外公司。 

近年来，华菱湘钢积极拓展国际高端市场，“湘钢制造”先后参与了俄罗斯亚马尔、阿

联酋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卡塔尔购物中心等世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华菱湘钢总经理李建宇

表示，成立海外公司，将有助于华菱湘钢与广大海外客户、贸易伙伴进一步加强交流融合，

深耕国际市场。 

印度对涉华焊接不锈钢管作出反补贴终裁 

2019年 7月 31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的焊接不锈

钢管（Welded Stainless Steel Pipes and Tubes）作出反补贴终裁：中国和越南的涉案产

品存在补贴行为，并对印度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且补贴与印度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

害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建议对上述涉案国家的涉案产品征收为期 5年的反补贴税。具体税

率如下表所示。本案涉及印度海关编码 73064000、73066100、73066900、73061100 和 

73062100项下产品。 

序号 原产国 出口国 生产商（参考译名） 反补贴税（CIF%） 

1 中国 包括中国在内其他任何国家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Zhejiang Jiuli Hi-Tech Metals Co., Ltd.） 21.74 

2 中国 包括中国在内其他任何国家 除序号 1 之外的任何生产商 29.88 

2018 年 8 月 9 日，印度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和越南的焊接不锈钢管进行反补贴立案

调查。 

 

宏观经济 

28 省份上半年财政收入出炉：广东居首，15 省份增速超全国 

财政部数据显示，1-6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7846亿元，同比增长 3.4%。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6257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上半年广东省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6855.93 亿元，居 28省份之首。广东之后，江苏、上海、浙江收入均

超 4000 亿元，分别位列第二、三、四位。山东和北京分别以 3739 亿元、3170.9 亿元，位

列第五、六位。从增速来看，山西以 12.9%的增速暂居全国之首，河北和浙江上半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 12.7%、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