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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协会走访昆山昱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近日，上海钢管行业协会专家委孙永喜主任，王友国副秘书长，刘正浩主任走访了会员单位昆

山昱纬钢铁制品有限公司，受到罗飞副总经理的热情接待。 

“昱纬钢铁”成立于 2000年，是一家集海峡两岸制管精英的合资企业，总投资 1,250万美金，

年产值 3,000万美金，拥有 7条进口焊管生产线，1台全自动切管机，2台刷毛刺机，2台倒角机，

1套光亮热处理设备，1台自动切管洗管机，1台锻压机床，两台弯管机等设备，能够为广大客户配

套提供各种各样的成品部件，年产 5万吨以上。 

昱纬专业生产各种规格的高频焊管，包括圆管、方管、矩形管、长圆管、椭圆管等，广泛用于

汽车、运动器材、医疗器材、展示架、物流设备、自行车、建筑等行业。公司还专业生产栅栏及其

配件。2010年昱纬自行研发成功制管、精抽一体化产线，在该产线上制造的精拔管，各项技术指标

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汽车配件巨头的标准要求，已使用在了大众、通用、福特、日产、三菱、奔

驰、宝马等乘用车上，市场份额还在不断扩大。经过多年经营，“昱纬钢铁”已经从单一的制管模

式，发展成制管、管材深加工、金属深加工和金属进出口贸易等多元化模式，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

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孙永喜主任一行参观了昱纬的生产现场，认为昱纬钢铁狠抓产品的高精度质量、往钢管后道延

伸产业链、为用户提供钢管结构件产品的经营模式，是钢管生产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方

向，是行业的隐形冠军。 

罗飞感谢协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坚持和发扬工匠精神，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 

秘书处参加松阳不锈钢协会年会 

1 月 6 日浙江松阳温州商会四届三次会员大会暨松阳不锈钢行业协会一届四次会员大会，在松

阳天元名都大酒店 4 楼会议室圆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松阳县政府四套班子相关负责人，松阳温州

商协会正、副会长，国内相关商协会代表及松阳县工商，税务，银行，移动等逾 200 人与会。上海

钢管行业协会应邀参加了会议。 

丽水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丽水商会报总编钭志强；佛山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强分别

向大会致贺词。松阳温州商会、松阳不锈钢行业协会会长韩士丰作工作报告，他对 2020年的工作做

以回顾，2021 年的工作做了规划展望。松阳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叶福忠,常务副会长陈国椿分别做

了商会、协会的财务报告。大会还为 2020年优秀个人进行表彰颁奖。松阳县卢丁芳副县长，对国内

外疫情，松阳企业工业用电费用下调做了通报。他号召松阳企业的员工留在松阳过春节，以便节后

按时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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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委书记县长李汉勤做总结发言。他首先对松阳温州商协会的工作给予肯定和称赞，同时

感谢商协会多年来对松阳县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松阳县政府四套班子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把

生态工业发展放在工作首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坚定信念，乘势而

上，同舟共济，为松阳县新的大发展而不懈奋斗。 

孙永喜主任一行走访副会长单位宝钢 

2021 年 1 月 24 日上海钢管行业协会专家委孙永喜主任，张耀飞副主任一行四人走访宝钢中央

研究院钢管技术中心（简称钢管中心）。受到宝钢钢管条钢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首席研究员，教授级

高工，张忠铧博士；宝钢中央研究院钢管技术中心左宏志主任及钢管中心的专家、海内外博士等的

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座谈。双方同意每年进行不定期互访。 

张博士首先对孙主任一行来访宝钢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对孙主任在钢管领域连续耕耘 50年，为

钢管行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赞扬。 

孙主任讲解了《上海长三角钢管行业战略发展机遇》。介绍了长三角钢管行业的结构、布局，进

出口数据；重点钢管企业的产能，利润率，占比。剖析钢管企业在石油天然气，石化，核电，锅炉，

汽车等领域的应用。对宝钢精密钢管厂、浙江久立，浙江德威，无锡德新，江苏常宝等企业自主创

新项目进行推广。鼓励企业走科技创新之路，要从买材料卖材料向终端产品的拓展。 

张博士对宝钢做了简介。他说:宝钢是以板材为主的综合性钢铁集团，在研发、创新、品牌，资

金等方面有优势，钢管这块在宝钢占比小，不到 5%，钢管结构不尽合理，负重前行。听了孙主任的

讲解，给了我们新的启迪。张博士对上海钢管行业协会高级顾问彭在美教授，年逾 8 询仍活跃在钢

管领域给予称赞。对孙主任在专家委微信群里，每天传经送宝，倍感鼓舞，称其为专家委的精神平

台。 

左主任说:孙主任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钢管中心要对标短板，把原始创新提高

新的高度。 

大家在左主任等陪同下，参观了宝钢中央研究院钢管技术中心，全国唯一能做疲劳强度的材料

实验室：高温持久蠕变挂样达 6万小时以上。同时还参观了 H2S实验室及管箍检测车间。 

 

会员动态 

傅建国带队走访徐工集团 

近日，宝钢股份总经理助理兼事业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傅建国走访江苏徐工集团，得到了副

总裁吴江龙的热情接待。双方就行业动态、市场需求以及后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吴江龙对宝钢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傅建

国对徐工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宝钢的信任致以感谢并指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大在技术交流、产品研

发等方面的合作力度，携手促进双方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久立经营目标绩效激励责任书签约仪式暨 2020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近日，久立集团经营目标绩效激励责任书签约仪式暨 2020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在行政大楼二楼报

告厅举行。会上，董事局主席周志江做会议总结。 

 签约仪式上，久立集团总经理章宇旭、久立特材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郑周分别与下属单位签订

责任书。李郑周在大会上总结了久立特材 2020年工作重点，对 2021年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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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世威公司高效完成“宝钢”委托项目获赞誉 

近日，宝世威公司顺利完成上海宝钢钢管返修项目，该项目钢管规格φ 1219×27.5mm，钢级 X80，

为内、外防腐过的成品钢管，超出平头机设计加工范围，创该公司平头机坡口壁厚、钢级倒棱的历

史新“高”。该项目工期紧，在生产中，钢管制造部“见缝插针”，合理安排时间节点，既保证生

产线正常生产，又穿插该项目生产，同时协调储运卸车、返库，仅用三天，及时高效地完成了 164

根钢管检查、返平头、防腐层打磨，受到了宝钢的高度赞扬。 

湖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宏亮一行调研久立钢构新项目 

湖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宏亮一行在双林镇开展“三服务”走访调研期间，莅临久立集

团下属钢构公司进行调研。在集团董事长蔡兴强的陪同下，张宏亮参观了久立钢构年产 7万吨模块

化钢结构件建设项目，并听取了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情况，了解当前企业发展、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与困难。当前一期工程基本框架形成，部分生产线已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有序推进。 

在听取汇报后，张宏亮对久立成绩表示了充分肯定，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帮助协调企业相

关工作推进。 

亚达双壁管解决方案助力全球最大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 

热烈祝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法国达飞集团建造

的 23000TEU超大型双燃料集装箱船“达飞·里沃利”号（CMA CGM RIVOLI）在长兴岛造船基地命名，

在低温寒潮中迎来了生产开门红。亚达为该系列船加注(真空)、透气、燃气输送的双壁管系统(从工

程设计、应力计算分析、生产设计、图纸送审、元件制作、预制集成、安装调试)提供一站式服务整

体解决方案！ 

 

国内外行业动态 

中国宝武与鞍钢集团共建产业金融区块链联盟生态圈又迈新步伐 

中国宝武与鞍钢集团共建产业金融区块链联盟生态圈、助力联盟高质量发展又迈新步伐。为积

极响应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近

日，鞍钢集团智慧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广大会顺利召开。推广大会旨在推广运用鞍钢集团智慧供

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加速重构传统制造业供应链，进一步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与金融机

构分享供应链场景，为鞍钢集团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赋能，构建“共建、共治、共创、共享”的产业

生态圈。 

鞍钢攻克国际性生产环保难题 实现“热轧油泥”变废为宝 

“十三五”期间，具有鞍钢自主知识产权的《钢企热轧油泥平流池在线气浮除油关键技术开发

及示范应用》科研成果在 2020 年 12 月通过辽宁省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该科研成果被

国家工信部列入《2020年绿色制造技术与装备名录》，还载入《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0）》，

并摘得全国发明展金奖、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一等奖，获 3 项发明专利、形成 2 项行业标准。“热

轧油泥”这个曾经危害环境、造成资源浪费、让国内外钢铁同行头疼的“老大难”，如今被鞍钢人

解决。这是鞍钢集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履行央企职责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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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达 8 亿元的不锈钢管业项目落户响水 

1月 10日下午，江苏金羊集团响水项目成功签约。本次签约的总投资达 8亿元的金羊管业项目

全部达产后，预计年实现开票销售 12亿元，助力响水工业经济加速发展。据悉，无锡金羊管件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不锈钢管材，为冷热水系统、直饮水系统、供暖系统提供支持和服务。 

印度金达莱旗下两大钢铁公司将合并具备 190万吨不锈钢生产能力 

印度 Jindal Steel Limited（JSL）近日在一份声明中称，公司将合并 Jindal Stainless Hisar 

Limited（JSHL）。JSL 常务董事 Abhyuday Jindal 在声明中表示，JSL 和 JSHL 的合并将简化资本结

构，使合并后的业务营业额扩大至 27.3亿美元左右。声明称，两家公司合并后的实体年钢铁产能为

190 万吨，将成为全球前十大不锈钢生产商中唯一的印度公司。 

建龙集团抚顺新钢铁智造中心正式投运 

2021 年 1 月 12 日，建龙集团抚顺新钢铁智造中心正式投运，该项目是目前集团首家、全国领

先的全流程集成一体化管控中心，该项目自 2020年 7月 28日破土动工到 2020年 12 月 24日全系统

调试完成，仅历时 150天，创造了新时代的建龙速度。 

项目特点：一独立自主打造数字新引擎；二集中调度 集中控制 任务集成；三冶金协同 重构与

分解；四专业融合 科学高效；五创新引领赋能智慧新钢铁。 

“十四五”期间，河南将打造 5000 亿级钢铁和有色产业 

1 月 8 日，河南召开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会上表示，“十四五”时期，河南省将坚持

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目标是全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基本完成，新兴产业培育奠定坚

实基础，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战略性突破，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大幅度提升，形成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挺进制造业强省第一方阵。力争至“十四五”末，装备制造、

食品制造产值翻一番，电子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装备达到万亿级，生物医药、汽车及

零部件、新材料、钢铁和有色、石化、建材、轻纺达到 5000亿级，高端智能装备、智能网联及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达到 2000亿级。 

沙钢两项自主研发新产品通过江苏省工信厅鉴定 

日前，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召开沙钢 2020年度新产品鉴定会。沙钢两项自主研发的新产

品——“高品质针状铁素体 X65MS 抗酸管线钢”和“耐低温超大焊接线能量船板钢 EH36-W300”顺

利通过鉴定。 

荣程钢铁 SWRH82B-Cr 盘条应用于印尼桥梁建设 

近日，1000 吨荣程钢铁 Φ 12.5mmSWRH82B-Cr 预应力钢绞线盘条出口印度尼西亚，应用于印尼

桥梁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据了解，SWRH82B-Cr盘条是高效节能钢材的主要原料，广泛用

于高层建筑、桥梁、石油化工和铁路等工程领域，属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国企并购民企 钢集团并购中金公司成典范 

1月 7日，柳钢中金公司举行三年业绩承诺期结束仪式暨 2021年迎新活动。柳钢集团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甘贵平出席活动，并与干部员工一起放飞象征着爱与梦想的气球，祝愿中金

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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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世顺公司又一新产品成功下线 

近日，某石化工程项目φ 711×10mm 规格输水重防腐内涂钢管在宝世顺公司防腐工厂成功下线。

据了解，该项目输水重防腐内涂层的一次成膜厚度要求大于 600 微米，涂层致密坚韧，耐磨耐水、

耐化学介质腐蚀性良好。该型涂料为无溶剂环保涂料，不含有害挥发性溶剂，应用安全可靠。输水

重防腐内涂层新产品的成功下线，填补了宝世顺公司内壁重防腐涂层生产应用的空白，积累了输水

管道生产的宝贵经验，为下一步开拓输水管市场奠定了基础。 

加拿大对涉中国台湾地区热轧钢板作出反倾销终裁 

2021年 1月 7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台湾地区和德国热轧非卷

材碳钢板和高强度低合金非卷材钢板（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Plate and High-strength 

Low-alloy Steel Plate）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同时终止对土耳其涉案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裁定

中国台湾地区出口商倾销幅度为 7.0%~80.6%，德国出口商倾销幅度为 6.3%~68.6%。预计加拿大贸易

法庭（CITT）将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对本案作出产业损害终裁。该终裁结果的具体理由说明将于 15

日内公布。涉案产品的加拿大税号为 7208.51.00.10、 7208.51.00.93、 7208.51.00.94、

7208.51.00.95、7208.52.00.10、7208.52.00.93和 7208.52.00.96。 

 

宏观经济 

2020 年我国出口钢材 5367 万吨 进口 2023 万吨 

据海关总署统计快报数据显示，2020年 12月我国出口钢材 485.0万吨，较上月增加 44.8万吨，

同比增长 3.5%；1-12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5367.1万吨，同比下降 16.5%。 

12月我国进口钢材 137.5万吨，较上月减少 47.9 万吨，同比下降 7.3%；1-12月我国累计进口

钢材 2023.3万吨，同比增长 64.4%。 

12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674.6万吨，进口平均价格为 121.4美元/吨，较上月减少 140.4

万吨，同比下降 4.5%；1-12 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117010.0万吨，同比增长 9.5%，全年

进口平均价格 101.7美元/吨。数据来源：据海关总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