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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到访协会 

8 月 3 日，宁波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程凯峰副总经理一行 3 人来协会走访，受到卢致逵常务副

秘书长等 3人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良好的交流座谈。 

程总首先介绍了宁波银行上海分行发展状况，宁波银行现在是全国具有进出口外汇资质 14家银

行之一，2020年 6月 30日底，票据贴现名列全国银行第二。为了与市场同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银行投入 1.5 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外汇金管家系统。同时还建立了票据贴现板块和资产管理板块。为

双循环的企业，在创新，创汇，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程总还表示：银行不仅为企业提

供金融服务，也可以为协会举办活动提供场所。 

卢秘书长说：协会在适当的时候，会不定期的举办金融，汇率，财务等方面的专题培训交流活

动，以便促进银行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互动沟通，这样不仅提高了银行的知名度，也提高

了企业的软实力，拓宽了企业视野。秘书处会为银企之间，会员之间良好合作，提供平台和服务，

愿大家抱团取暖，互助互学，共谋发展。 

上海市工经联召开换届大会 李强书记提出工作新要求 

8月 11日，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市政协会堂召开六届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六届一次理事会、监事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管维镛同志为第六届会长，吴正

扬同志为监事长，聘任裴崎同志为秘书长。 

大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上

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章程修改（草案）》、《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

市经济团体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财务收支审计情况报告》等相关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对市工经联工作做出批示：近年来，上海市工业

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秉持“服务企业、规范行业、发展产业”的宗旨，着力搭平

台、育品牌、强机制、优生态，为促进我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新

一届联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枢纽型行业协会联合组织作用，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为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能”、打响“四大品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在讲话中指出，市工经联作为经济类行业协会的联合组织，近年来

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市工经联（市经团联）着力三方

面工作，为上海产业发展再立新功。一是要凝聚新合力，彰显新作为，进一步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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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应对新挑战，满足新要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体现担当作为。三是要顺应新趋势，激发新动

能，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发展。 

市经信工作党委书记陆晓春对市工经联（市经团联）多年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表示了充分肯

定，并对今后发展提出了希望：一是要进一步发挥政治优势，强化党建引领。二是进一步发挥枢纽

作用，凝聚各方力量。三是进一步开拓进取，服务发展大局。 

市政协原主席蒋以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皓、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白廷辉、市经信委主

任吴金城、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方文进等出席会议。上海钢管行业协会派员出席了大会。 

协会走访上海江南船舶管业有限公司 

8 月 6 日，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王友国副秘书长，刘正浩主任一行到协会理事单位—上海江南船

舶管业有限公司走访，受到盛天云总工程师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良好交流座谈。 

盛总介绍了工厂概况：江南管业在 2004年，由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和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组建。公司主营以船舶各类金属管道的预制件加工制作及相应的各类金属表面处理业务。公司拥有

成熟的工艺技术和较强的生产能力，是国内较具规模的船管制作与表面处理为一体的专业化综合企

业。公司不仅具有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同时还具备 LR、GR、BV、ABS、CCS船

级社工厂认证及相应的焊接工艺评定认可。 

轮船用管主要分二类：一是动力系统用管；二是甲板用管。公司所采购的钢管主要是碳钢无缝

管、不锈钢管、铜镍合金管及相关的法兰管件。 

盛总还表示：江南管业在服务好船舶行业同时，还可以面向会员内外单位提供相关服务。比如：

热浸镀锌业务，公司的设备是由德国引进的 13.5米 x1.8 米 x2.8米的锌锅，容锌量为 450吨，年加

工热浸镀锌能力 5万吨以上。 

王副秘书长说：服务好会员单位，宣传好会员单位的产品，倾听会员的真知灼见是我们走访的

目的。希望我们互通有无，互助互学，愿江南管业的业务惠及更多用户。 

秘书处走访上海映龙实业有限公司 

8月 4日，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王友国副秘书长，刘正浩主任一行到上海映龙实业有限公司走访，

受到王新建总经理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良好沟通交流。 

王总介绍了公司状况并希望通过协会这个大平台结识更多朋友，赢得更多商机。 

王副秘书长说：欢迎映龙加入协会大家庭，会员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希望映龙积极

参与协会活动。 

秘书处参观中国环博会 

8月 13日，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王友国副秘书长，刘正浩主任一行，参观了第 21 届中国环博会。

会上同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管道检测与修复专业委员会伍进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商会联络部李云龙经

理；施罗德工业集团杨伟强市场总监等进行友好交流，大家赞同保持沟通互访，以促进行业组织的

创新和拓展。 

会员动态 

德新钢管连续两年入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百佳供应商 

按照中石化联供发(2020)90 号文件要求，2020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百佳供应商已完成筛选评价

工作，入选的供应商分为“石化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阀门、电气设备、电工材料、管道配件、通

用仪器仪表、钢材、环保、服务（工程服务、工业互联网、物流）”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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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佳供应商名单正在国家石油和化工网（www.cpcif.org.cn）上公示，公示期为 7 月 30 日-8

月 5 日。其中钢材类中，德新钢管以优异的表现，连续两年入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百佳供应商，

值得点赞并祝贺！ 

久立集团“新领航计划”2020 级中层管理人员培训班开班 

企业中层管理者，起着承上启下、上通下达的重要作用。为不断提高中层管理者的领导、管理

和创新能力，促进中层力量在企业内部更好更高效地发挥功效。公司策划并组织了久立集团“新领

航计划”2020级中层管理人员培训班于 8月 1-2日正式开班教学。 

本培训项目共计 10天课程，内容涵盖《思维变革与创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趋势》、《目标

设定：工作指南针》、《领导的语言表达艺术》、《学习力提升与学习型组织建设》、《管理心理学》等，

从领导力、影响力、创新力、学习力等多个维度全面提升中层力量。 

宝鸡市领导及知名企业家相聚宝世威 

8 月 8 日，宝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荣贤、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党委书记赵义怀、宝鸡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维军、上海宝鸡商会党支部书记、上海冠磊、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龙卿、上海宝鸡商会执行秘书长赵德军及相关驻沪商会、知名企业家代表 22人齐聚宝世威公司。 

在宝世威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在盛的陪同下，刘荣贤一行参观了宝世威公司展厅、制管车

间、防腐车间及仓储物流现场。现场听取了宝鸡钢管公司及宝世威公司发展历史、产业布局、经营

业绩等情况，实地了解了制管防腐工艺流程、智能制造、精益生产、科技创新等情况。与会领导及

嘉宾对宝世威公司优美的环境、装备工艺及取得的业绩给予充分肯定。 

参观调研后，宝鸡市政府驻沪联络处在宝世威公司组织召开了在沪宝鸡籍企业家座谈会。会上，

刘荣贤代表宝鸡市市委、市政府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在沪宝鸡籍企业家围绕上海和宝鸡两个地区

发展和各自企业经营情况依次进行了交流发言，表示要加强合作、抱团取暖、共克时艰。 

玉龙钢管中标中国石化工程建设项目 

喜讯！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SEI）总包的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一期项目，玉龙钢管中标

9082.216 吨防腐埋孤焊钢管，产品经验范围 18—104 英寸，钢管执行标准 SY/T5037，材质 235B。

总投资 100 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是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分两

期建设，一期计划建设 160 万吨/年乙烯裂解装量，2023年投产。   

在惠州大亚湾石化区中海油惠州炼化二期 10000/吨年炼油工程和中海壳牌 120 吨/年乙烯工程

中，玉龙作为主力供应商累计交付各类螺旋和直缝埋孤焊管 2.5 万吨。江苏玉龙钢管科技有限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为大亚湾石化建设区成为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提供有力支持。 

“万家寨水务集团”到博盛钢业考察指导工作 

8 月 8 日上午，“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一行来到博盛钢业集团参观与考察钢管生产基

地，集团副总裁马旺先生热情接待并讲解工厂的生产情况。 

首先感谢“万家寨水务集团”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及对我们已供钢管给予高度的认可。万家寨引

黄工程是一项世界级的跨流域引水工程，是中国最大的引水工程。引黄入晋工程是从根本上解决山

西水资源短缺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的重大战略工程，寄托着山西人民千百年的夙愿，凝聚了几代人不息的奋斗与追求。 

博盛钢业集团是一家专业，生产不锈钢无缝管、焊管、及不锈钢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

为全球工业装备提供优质可靠的管道材料。 

最后感谢“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领导的莅临指导及对博盛集团的大力支持，博盛集团

定以“精细化管理、生产出高品质、高安全的管道”为己任，希望在未来合作项目中实现互补双赢，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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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宝普莱森隆重举行特种管穿孔机安装及项目设备全面安装启动仪式 

8 月 1 日，常宝普莱森隆重举行特种专用管材生产线项目（简称特种管）穿孔机安装及项目设

备全面安装启动仪式。董事长曹坚、总经理韩巧林、项目主管领导姚伟民、销售公司总经理戴正春、

销售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及项目部全体员工参加了本次仪式。仪式以穿孔机安装就位为代表，意味着

项目设备进行全面安装阶段，标志着项目进入了新的阶段。仪式结束后，项目组的所有成员在普莱

森公司会议中心举行了会议。 

特种管项目是常宝 2018年下半年启动的新项目，目标是按照“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的要

求，打造全球最先进的 PQF 生产机组。目前项目主厂房和热轧线的设备基础已经基本完成，穿孔、

PQF 连轧机、张减机三大主机设备已经运抵厂区，设备安装即将全面展开，预计 2020 年底全线试车。 

山海科技与盐城钢管厂签订合同 

2020 年 7 月，青岛山海科技有限公司与盐城钢管厂有限公司签订 THT-2/40 双管水压试验机合

同。本水压试验机为双立梁式下进管，适用于外径为 F10～40mm，厚度 1.5～5 mm，管长为 12000～

25000 mm 的碳钢、不锈钢、钛材、镍基合金、锆材等金属管材做水压力试验，工作压力 5-20MPa，

检测效率 120支/小时。 

盐城钢管厂有限公司 2016年与我公司订购了 4管水压机，生产至今，水压机使用性能好，生产

节奏高，一直有新老客户前往考察。好的口碑使我们长期合作，目前为保证客户的需求，双管水压

机的制造在加班加点，争取早日竣工。 

四团镇人大主席潘文萍高温慰问良时智能一线职工 

近日，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人大主席潘文萍一行高温慰问良时智能一线职工，给坚守在我公司

生产一线的职工送来防暑降温物品和关怀。 

慰问现场，四团镇高温慰问组将防暑降温物品一一发给职工，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劳逸

结合，特别是生产一线部门要合理安排作业、休息时间，保持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职工

们在接到慰问物品时纷纷表示一定克服酷暑高温，坚守岗位，积极投入生产中。 

随后，由良时工会主席朱媛勤向潘文萍主席详细介绍了我司今年防暑降温的工作情况。座谈时，

潘文萍主席仔细询问企业高温生产中的问题，认真听取企业高温生产防暑降温的具体情况，对公司

夏季安全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表示了肯定。 

玉龙科技党员志愿者在行动 

近日，玉龙科技党员志愿者活动在支部委员唐红和志愿队长龚敏康的带领下，一行八人来到了

玉祁喜憨儿洗车中心，为他们带去了代表点点爱心的自制美食，以及净水机一台，让这里的残疾工

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时代的进步。 

听余副书记介绍，喜憨儿洗车中心聘用的都是残疾人员，他们虽然身有残疾，却个个心怀梦想，

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他们用自己并不完美的身躯创造了和常人一样的业绩。 

活动接近尾声，在唐红和余副书记的号召下，我们志愿们在活动现场拉起了横幅，并邀请所有

喜憨儿的残疾人员一起拍了合影，留下这珍的记忆。 

国内外行业动态 

48 家央企 32 家地方国企上榜 2020 世界 500 强！ 

8 月 10 日，《财富》2020 年度世界 500 强排行榜发布，排名前 5 的分别是沃尔玛、中国石化、

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壳牌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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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世界 500强企业中，有 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了美国(121家)。今年排行榜上，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无疑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大陆(含香港)入围公司数量达到

124 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121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 133 家企业上榜。 

本年度《财富》世界 500强中，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中央企业共有 48家入围，地方国资委出资

的国有企业共有 32家入围。 

2020 年 7 月钢材进口继续增长，铁矿石进口创新高 

据海关进出口快报，2020 年 7 月我国进口钢材 260.6 万吨，较上月增加 72.8 万吨，环比增长

38.8％，6月份进口平均价格 663.9美元/吨，1-7月份进口钢材 994.8万吨，同比增长 49.3％。 

2020 年 7 月我国出口钢材 417.6 万吨，较上月增加 47.5 万吨，环比增长 12.8％，6 月份出口

平均价格 872.7美元/吨，较进口平均价格高出 208.8 美元/吨，1-7月份出口钢材 3288万吨，同比

降低 17.6％。 

2020 年 7 月我国进口铁矿石 11264.7 万吨，创下月度进口新高，6 月份进口平均价格 97.08 美

元/吨，较 6月份上涨 7美元/吨，1-7月份进口铁矿石 65955.5万吨，同比增长 11.8％。 

包钢钢管公司 180 分厂成功批量生产多种规格膨胀管 

7月 7日，包钢钢管公司 180分厂成功批量轧制钢级为 SET80，规格为 Ф 140×8mm、Ф 143×8mm、

Ф 159×8.5mm 的三种规格膨胀管 233支 167.928吨，轧制工艺稳定正常，内外表面质量良好。 

在总结前期试轧经验的基础上，180 分厂重新修订加热制度和轧制工艺制度。在轧制过程中，

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使轧机负荷正常，生产工艺稳定。此次生产的膨胀管涉及三个不同的规格，其

中 Ф 140×8mm、Ф 159×8.5mm 两个规格可以使用现有的机架孔型，而 Ф 143×8mm 需要重新开发机

架孔型。技术人员反复计算，合理分配各架减径量，校验各架椭圆度系数，成功设计出符合此规格

的张减机架孔型。 

此次生产的 SET80 钢级膨胀管为后续轧制该品种产品提供宝贵的技术经验和数据支持，不仅拓

展了 180分厂的品种规格，也增强了包钢钢管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河钢集团 1300MPa 级超高强方管助力商用车轻量化 

7月24日，集团为山东某知名商用车配套企业研发生产的150吨1300MPa超高强方管用钢HC1300

成功下线，经检验，产品板形良好、各项性能均满足客户需求。这标志着集团成为国内首家成功研

发 1300MPa强度级别超高强方管用钢的企业，为商用车轻量化提供了支撑。 

HC1300是目前国内最高强度级别方管用钢，与低强度级别方管用钢相比，性能更佳、使用寿命

更长，有助于汽车重量减轻，市场需求强烈，填补了该产品在国内的空白。 

天管特殊扣产品获澳洲市场多个新订单 

近日，从澳洲市场传来喜讯，天管两种特殊扣套管产品顺利通过两家澳大利亚新客户认证，并

获得订单，标志着公司在澳洲特殊扣产品市场开发取得新突破。 

今年 5 月，营销中心外贸部通过与澳大利亚办事处深入沟通，了解到某矿业供货商客户急需一

批套管。营销中心与技术中心紧密协作，深入分析客户提出的非常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推荐了

适合的特殊扣套管产品，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客户认可了公司的方案，并签订了合同。 

6 月，公司澳大利亚办事处人员得知某业主勘探井项目急需气密封特殊扣套管，并已形成初步

采购意向后，立即走访该客户，了解项目需求，并向客户推广公司特殊扣产品，最终成功取得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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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宝管业全力应对破危局 再下一城开新局 

近日，凤宝管业在延长石油专用管招标采购中连中六单，合同总金额 5.37亿元。这是继今年 6

月份中标中石油 5.6 亿元订单后又一大订单，是公司品牌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市场对凤宝质量和实

力的认可。 

自得到招标信息后，公司从上至下十分重视，精心安排布置招标工作，分工合作，责任到人。

通过认真研究招标文件、招标方式，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做到了周到的事前准备，并精心组织

实施。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凤宝管业凭借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合理报价，良好的信誉，成功中标。 

青山新材料“QN2109Mo 不锈钢”走向深海渔业 

近日，青山实业旗下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含钼高耐蚀不锈钢“QN2109Mo”通过了客户的水

产养殖不锈钢浮台装备的耐腐蚀、抗风浪、抗海浪和防滑等测试，并与客户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

开始批量供应，用于海洋水产养殖用不锈钢浮台装备。 

青拓集团从不锈钢原材料着手研发，通过数字化研发平台 Thermo-Calc 热力学相图计算软件和

实验数据分析，调控各相组分合金元素，最终研发出 QN2109Mo 新型奥氏体不锈钢材料。该新型奥氏

体不锈钢与 317L 相比，Ni、Mo 含量更低，N 含量大幅提升，并确保在耐点腐蚀能力不亚于 317L

（PREN=Cr+3.3*Mo+30*N-Mn）的基础上，显著提升屈服强度，降低综合合金成本。 

两大管厂宣布合并 10 万吨级不锈钢焊管航母即将启航 

8月 1日，恒丰不锈钢正式吸收合并老牌不锈钢企业——佛山市基业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成

立“新恒丰不锈钢制品”，真正实现“强强联合”，合并后的新恒丰不锈钢制品年产量将达到 10万吨。 

强强联合后，新恒丰不锈钢制品除了大胆进行企业内部管理改革创新，花巨资 2000多万引进当

前行业最先进的 950压延机外，从不锈钢管的原材料上把关，让恒丰的品牌竞争力再上一个新高度。 

山钢集团供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项目管线钢交付 

近日，山钢股份营销总公司在日照港码头成功完成中国交通物资集团用于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

项目的 8160吨高附加值美标管线钢卷板的交付。 

莱基深水港是西非最大深水港之一，位于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以东 60公里的大西洋几内亚

湾畔莱基自贸区内，项目总投资 10.43 亿美元。这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一个重要项目。营销总公司武汉销售分公司与采购方进行密切联系，进行了漫长的商业谈判，最终

于 7 月上旬签下订单。该笔管线钢订单总量 8160吨，包括 X70、X60、X52等系列产品。货物到港后，

全部验收合格。该批订单的交付，提升了山钢品牌形象，为进一步和中国交通物资集团合作奠定坚

实基础。 

中国海油向包钢追订万余吨包钢石油管 

日前，记者从包钢钢管公司获悉，继 2019年包钢中标中国海油 4.6万吨包钢油套管合同后，中

国海油再向包钢追加签订 1.2 万吨供货合同。包钢无缝钢管产品凭借过硬质量和技术服务得到中国

海油的认可。 

据了解，包钢钢管公司技术服务人员针对中国海油海上作业工况要求，结合产品自身技术特点

编制套管使用操作推荐作法指南，并对各规格产品性能参数进行技术交底，便于油田现场工作人员

下井操作，有效避免油套管超极限性能服役，为油田下井操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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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工信部：2020 年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 

一是生产维持高位运行。6 月份，全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7764 万吨、9158 万吨和

1158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4.1%、4.5%和 7.5%；1-6月份，全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4.33

亿吨、4.99亿吨和 6.06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2%、1.4%和 2.7%。 

二是钢材价格低位徘徊。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6 月份，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平均为 103.1

点，同比下降 5.4%；1-6月份，中国钢材价格指数平均为 101.0点，同比下降 7.7%，其中，长材平

均下降 8.2%，板材平均下降 7.5%。 

三是钢材贸易压力攀升。据海关总署数据，6月份，全国出口钢材 370.1万吨，同比下降 30.2%；

进口钢材 187.8万吨，同比增长 98.7%。1-6月份，全国累计出口钢材 2870.4万吨，同比下降 16.5%；

全国累计进口钢材 734.3万吨，同比增长 26.1%。 

四是经济效益大幅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6 月份，黑色金属冶金及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

入 6391亿元，同比增长 6.0%；实现利润总额 347.5亿元，同比增长 35.3%。1-6月份，黑色金属冶

金及压延加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31860.4亿元，同比下降 3.8%；实现利润总额 840.8亿元，同比下降

40.3%。 

五是钢材库存维持高位。据中国钢铁协会监测，6月下旬，重点统计企业钢材库存 1362万吨，

比上月末增加 33万吨，增幅 2.5%；同比增加 239万吨，增幅 21.3%。全国主要钢材市场五种钢材(中

板、冷轧薄板、热轧薄板、线材和螺纹钢)社会库存量为 1216万吨，环比下降 96万吨，降幅 7.3%；

同比增加 71万吨，增幅 6.2%。 

六是矿石进口量价齐增。据海关总署数据，6月份，铁矿石进口 10168万吨，环比增长 16.8%，

同比增长 35.3%；进口均价 100.8 美元/吨，环比增加 10.0%。1-6 月份，铁矿石累计进口 54691 万

吨，同比增长 9.6%；进口均价 90.2美元/吨，同比增长 0.9%，较一季度增加 1.8%。 

七是钢材消费持续增长。6月份，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 9031万吨，同比增长 8.6%；1-6月份，

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 48066 万吨，同比增长 3.8%。从下游用钢行业情况看，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

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汽车产量、船舶产量分别增长 145.8%、87.1%、55.9%，有力支撑了钢铁产

量的增长。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