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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工作 

2020 第一次会长办公会在水晶宫召开 

2020 年 1 月 12 日下午，协会 2020 年第一次会长办公会在上海水晶宫钢管厂有限公司召开。

六届理事会正副会长巩宏良、李胜、季学文、朱继昌、陈俊德、赵江山、龚振平（授权高学鹏）

出席了会议，副会长汪海请假，曹祥军秘书长主持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六届理事会的工作。 

曹祥军秘书长向办公会汇报了秘书处起草的六届理事会工作规划草案，各位会长就规划草

案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在对草案给予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很多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秘书处将根据各位会长的意见和建议，在对草案做进一步修改后，提交六届二次理事会审定。 

协会派员出席市工经联 2019 人才工作年会 

2020 年 1 月 7 日下午，上海市工经联 2019 人才工作年会，在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六

楼会议厅召开。来自全市 120 位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出席了大会，市工经联党委书记、会长俞

国生，上海市经信委黄春华副处长、上海市人社局严海清处长出席并做了讲话。 

俞国生指出，人才培训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行业协会要十分关注人才培养工作。人才培训

应成为行业协会为会员服务的抓手，更是行业协会自身队伍建设的基础。 

会议透露，人社部将从今年起分步取消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推行社会化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市经信委正在探讨与行业协会合作专业科目培训的方案。 

7 家行业协会和 6 家工业企业与上海工业经济管理进修学院签署了人才培训合作协议。4 家

行业协会和企业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人才培养工作经验。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应邀参会。 

协会按市政府要求开展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工作 

根据上海市政府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要求，协会成立了以巩宏良

会长为组长的脱钩工作小组，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展脱钩改革工作。 

12 月 26 日，脱钩审计上海立信佳诚东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派员进驻协会，开展资产审

计，通过一整天的会计资料调阅、审核、会商、清理，形成了审计意见，报市脱钩工作办公室。 

截止 2020 年 1 月 7 日，协会完成了“上海市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基本情况表”的填报。 

根据上海市要求，要在 2020 年底前完成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要做好“五分离、五规范”，

在机构、职能、资产财、人员、党建外事等五方面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原来的业务主管单位或

行业管理部门之间脱钩，同时，要坚持“脱钩不脱党的领导”“脱钩不脱监管”“脱钩不脱指导”、

“脱钩不脱扶持”“脱钩不脱服务”，确保本市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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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 

2019 年中国宝武实现粗钢产量 9600 万吨 

2019年 12月 31日，中国宝武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发表了 2020年新年贺词《逐梦前行，

创造新时代中国宝武新辉煌》。陈德荣在贺词中表示，2019年中国宝武成功重组马钢集团，实现

对重庆钢铁的实际控制，集团公司实现粗钢产量 9600 万吨，亿吨宝武指日可待。 

新年新善举 德新钢管慈善捐赠 50 万元 

近日，德新钢管（中国）有限公司向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慈善会捐赠 50万元，款项将全

部用于开发区（长安街道）公益性岗位、扶贫帮困等慈善事业。 

2008年德新钢管曾捐赠长安敬老院 60万元。陈俊德董事长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孜孜不忘教

育事业，2007年在母校江南大学设立“德新教育基金”，2018年母校甲子华诞之时，追加至 1300

万元，至今已经连续颁发 12年，累计 200多万元，共 500余名师生收益。 

“俊业修德”，解读为“修炼高品格，成就大事业”，是陈董和德新钢管的座右铭。公司将

一如既往秉承和发扬，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宝世威石油钢管喜获 API 升级换证和 API Q1 增证证书 

岁末年初，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收到了 API 颁发的 API 会标使用权证书和 API Q1

认证证书，公司迎来了 2020 年的开门红。 

2019年 6月份，按照 API每年都需要进行监督审核的新要求，公司及时向 API 提交了升级

换证和增证申请。8月 5-9日，API派员对公司开展了连续 5天审核，在审核期间建群，即时发

布审核动态，安排资料，快速为审核员提供审核所需的证据资料，得到了审核员的高度赞扬。 

新的 API会标使用权证书，在原来产品范围的基础上，将酸性服役用管升级到 API 5L最高

钢级到 X70MS，并且新增钢管及内、外防腐 API Q1认证证书，API Q1认证为公司首次取证。 

金洲管道商会 2019 年年会在苏州召开 

1 月 7日，金洲管道商会 2019 年年会在苏州洲际酒店成功召开。名誉会长、金洲管道董事

长孙进峰，会长郭江林，常务副会长、金洲管道总经理沈淦荣，执行副会长、秘书长王国兴，

执行副会长汪宝财、周穆英等领导和 120多名会员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王国兴主持。 

当日晚，商会举行了 2020年新春团拜会，整个现场洋溢着热闹喜庆与温馨和谐，大家共叙

友情，喜迎新春！ 

庆祝青岛山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十五年 

12 月 26 日，青岛山海科技有限公司在平度工厂举行公司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庆典。12月 26

日是一个值得被庆祝和永远记住的日子，2019年的今天也是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 126周年。 

大家热热闹闹围坐会议桌，茶话会必备的就是瓜子、糖、水果、小零食；大家在一起说说

即将过去的 2019年，说说身边的事情，氛围轻松，情绪高涨。 

值此山海科技创立十五周年，订做了保温杯纪念品，用一句杯子上毛泽东的名言来说：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就是要秉承“精进每一小步，成就以后一大步”。 

宁波绿矾组织员工积极参加献血活动 

12 月 5日，联东 U谷服务大厅举办“蓝丝带公益献血活动”，宁波绿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

织员工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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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点半，公司人员自觉加入排队，参与献血。无偿献血包括填表、化验、抽血三个流

程，在医务人员的配合下，采血有序进行。 

无偿献血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善举，展现了宁波绿矾员工服务社会的爱心和勇于奉献的

精神，参加此次活动提高了员工对义务献血的认识，倡导大家积极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  

沙钢集团淮钢特钢客人到访德新 

新年伊始，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建平一行到访德新钢管。淮钢特

钢是德新钢管产品所需合金钢坯原料的主力供应商，多年来双方精诚合作，业绩保持快速增长。 

陈俊德董事长感谢贵客的到访，他衷心祝愿淮钢特钢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也希望一如

既往地支持德新，保持长久良好地合作关系。双方总结了去年的合作交流，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确保今年业务的顺畅往来。客人还来到车间，了解钢管热扩、冷拔的生产工艺和产品。 

  

国内外行业动态 

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揭牌成立 

12 月 28日，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长三角先进材料产业创新合作研讨会在苏州

举办。会上，由江苏省、中国科学院、中国宝武和中国钢研共同发起的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

揭牌成立。 

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将通过加大重大关键技术源头供给，打造创新资源集聚、组织运行

开放、治理结构多元、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创新中心，并以之为核心创建国

家创新中心。计划通过三年左右的建设，在全球范围吸纳聚集一批发挥塔尖效应的科技人才，

攻克一批新材料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推动在新材料领域形成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

创新型产业集群。 

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首任院长干勇院士表示，长三角地区有责任和担当来完成高端先进

新材料全面突破的历史任务。未来，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将制定发展战略、做好规划、建立

平台、形成体系、提升能力，成为新材料领域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主要承接平台。 

明年汽车产业链模式面临重构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及明年车市预测报告，预计今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 2583

万辆，同比下降 8%；预计明年汽车销量小幅下降 2%，销量正增长拐点或出现在 2023年。 

明年车市难言乐观：明年中国汽车市场降幅将大幅收窄。中长期销量仍处于 4%-5%的潜在增

长区间，2028年新车产销规模将保持在 3300万辆左右。 

汽车市场结构性增长：低端市场降幅明显，中高端市场保持低速增长，豪华车销量增长。 

深化供给侧改革：建立以客户价值为中心的生态圈，将“以产定销转为以销定产”，更加关

注渠道的健康程度，并对合理的库存达成共识。 

2020 年钢铁行业将严禁新增产能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获悉，2020年钢铁行业将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严禁新增产能。

中钢协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粗钢产量预计将达到 9.8 亿吨左右，过去五年累计增长 1.76亿吨，

年增幅 21.9%。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从 2015 年亏损 846.88 亿元，到 2019 年预计实现利润 1800

亿元；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约 7.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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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年 1 至 3 月钢材需求预计下降 

日本经济贸易工业部表示，尽管今年 10—12月份，日本钢材需求将小幅反弹，但明年 1—3

月份预计将较今年同期有所下降。 

该部表示，明年 1至 3月份，日本钢材需求量预计将超过 2170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3%，

但较前一季度微增 0.3%。明年 1至 3 月份，日本钢材出口需求预计将达到 670 万吨，同比增加

6%，较今年 10至 12月份增长 4%。出口需求预计增长，主要是受到普通钢材出口需求增加支撑。 

近日，日本钢铁联合会预计，2019-2020财年，日本粗钢产量预计在 1亿吨左右，连续第三

年下降。不过，由于全球经济预期回暖，2020-2021 财年粗钢产量预计将企稳。 

  2019 年天津市不锈钢材市场交易量、交易额同比均下降 

2019年，天津市不锈钢材市场交易量、额同比双双下降。2019年天津市不锈钢材市场交易

量为 72780吨，同比下降 17.5%；交易额为 110386万元，同比下降 13.6%。2019 年 12月，天津

市不锈钢材市场交易量、额环比大幅下降，交易量为 2150吨，环比下降 60.6%；交易额为 3216

万元，环比下降 61.3%。这已是连续 4个月交易量、额双双下降。 

唐山新宝泰 190 万吨产能出让至吉林 

1 月 13 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唐山新宝泰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炼钢建设项目产能出让方案进行公示。 

按照公示，唐山新宝泰钢铁有限公司将向吉林恒联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出让炼铁产能 110

万吨、炼钢产能 80万吨。 

另外，按照公示，河北鑫达钢铁有限公司会建设 100 吨转炉 1 座，换算产能为 115 万吨，

该项目拟于 2020年 6月份投产。 

鞍山钢铁开发四代核电快堆项目用 316H 不锈钢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3日发布消息称，通过建立适宜的生产工艺路线，日前，成功实现

四代核电 600MW示范快堆项目 316H奥氏体不锈钢产品开发，并完成首批合同供货，解决了该产

品从无到有、“卡脖子”的难题。该公司因此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全部依靠自身装备生产该产品的

企业。 

辽阳钢管公司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1月 9日，辽阳钢管公司收到辽阳科技局发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荣誉证书。 

辽阳钢管凭借产品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企业的创新能力等“科技硬实

力”，顺利通过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资格评审和专家评审，经全

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备案后，最终荣获荣誉称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认定，是国家和辽宁省对辽阳钢管公司所具备科技能力的认

可，进一步提升辽宁钢管在行业内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为日后开拓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鞍钢股份拟与控股股东合资设立电子商务子公司 

鞍钢股份 12 月 30 日晚间公告，为发展公司电子商务，公司拟与控股股东鞍山钢铁合资设

立德邻智联（鞍山）有限公司。德邻智联注册资本为 6000万元，其中鞍钢股份出资 546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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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新兴铸管部成功修复分体 DN1100 管模 

近期，黄石新兴铸管第二党支部经过创新摸索，成立管模修复攻关组，将从芜湖采购的两

支分体 DN1100 管模，由分体自主加工成一体管模，为企业节约费用 30 万元，这是公司首例对

热模分体管模修复的一次大胆的新尝试。 

目前修复管模已投入热模生产使用，效果达到正常管模使用标准，保证了生产质量。通过

DN1100mm管模修复的攻关实践经验，为企业管模修复改造、降本增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山特维克将研究在中国设立航空管材生产基地的可能性 

在南京举行的 2019（第四届）民用飞机机电系统国际论坛期间，山特维克中国区市场和销

售总监 GlennDarley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山特维克正在考虑与中国民机航材和民机整机企业直

接建立产品供应链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通过代理商。这样不仅可以缩短供应链，还可为中国

相关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技术支持，根据用户的需求主动提出更精准贴合的选材指导，

为用户开展高压和不同温度下的疲劳测试，以及腐蚀实验、超声波及涡流探伤等技术服务。 

Darley 还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在中国直接设立航空管材生产基地的可能性。目前，山特维

克在中国镇江已设立了生产其他金属管材产品的工厂，而航空管材生产基地位于欧洲和美国。 

据了解，山特维克航空管材生产已逾 50年，已为空客、波音等全球知名民机企业提供了高

等级牌号镍基合金管、不锈钢管和钛合金管，广泛应用于发动机、起落架、货舱门等航材部件，

并且也用在了中国 ARJ21、C919、新舟 700等国产机型。 

 

宏观经济 

释放激发制造业活力稳定经济增长 

保持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制造业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新年伊始，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促进制造业稳增长措施，旨在用改革办法和市场化措施，充分激发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制造业的发展动能，促进制造业稳增长。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制造业基础性支撑。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成为驱

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多项高技术产业领域“领跑”，奠定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但也要看到，在全球制造业回归浪潮中，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和中低收入国家中低

端制造“流入”，已经对我国制造业形成了双向挤压。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还面临各

种壁垒。不仅如此，全球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中低端制造业成本上升，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

此外，中低端制造企业融资压力有待缓解。 

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充分释放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制造业“想做”“可干”“能

成”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是以营商环境建设为切入口，推动全社会形成“想做”的实业精神。以减税降费、简政

放权和便民服务为依托，完善规划、用地、用海、能耗等政策，推动降低制造业企业运营成本，

助力社会创业创新，扩大制造业投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社会发明和创造，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和产品，积极提升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水平，有效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社会融资结构，适应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特点拓展融资渠道，支持

高技术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二是以放开市场准入为支撑，打造制造业“可干”的实业环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扩大

市场准入，全部放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清除影响制造业开放政策落地的

各种障碍，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开展合作。坚定“房住不炒”，有效打击住房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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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行为。 

三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助力制造业“能成”的实业目标。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

改造升级，引导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优化社会供应结构，适应国内需求升级特征，加

大工艺和质量提升，实现工业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丰富消费者选择。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推动重大创新技术和产品应用，实现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投产，打

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环境，积极承接东部地区

产业转移，扩大外资流入规模。统筹行业规划，强化区域协同协作，防止区域之间过度投资和

同质竞争，加快治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社会产品供需结构。 

实业兴则国兴，实业强则国强。制造业稳增长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

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关键是要有效释放激发市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