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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共创长三角钢管行业一体化战略进程 

4月 16日，应常熟市钢管行业协会陈国强会长邀请，巩宏良会长带领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与执

行会长李胜（上海水晶宫钢管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副会长汪海（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副会长赵江山（上海神洲阳光特种钢管有限公司董事长）、副会长何建忠（上海天阳钢管有

限公司董事长）、监事长张毅（上海宝谊钢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协会领导一行，考察了常熟市钢

管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受到了凌国威副总经理的热情接待。 

凌总和陈会长首先陪同大家参观了龙腾特钢体育中心和党建中心。在企业沙盘前，凌总向大家

介绍了龙腾公司从 1993-2000 初创时期的一个作坊式乡镇小厂，经过 2001-2008 年的规模扩张、

2009-2016 年的高质量发展、2017 年以后创新发展的“四个阶段”，发展成为“江苏百强”、“全

国民企 500强”的奋斗史。该司目前已形成耐磨球、船用型钢、PC钢棒三大主打产品，并处于全国

同行领先地位，国内市场占比达 60%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产品还远销美、英、德、法、

韩、新加坡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对龙腾特钢取得的成绩赞美有加，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参观结束后，上海、常熟两地钢管行业协会在龙腾特钢科技服务中心举行了座谈会。常熟协会

陈国强会长、何建刚副会长(常熟市异型钢管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红军副会长（常熟市双羽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卫平副会长（常熟市金龙钢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国副会长（常熟市科威

异型钢管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宣才副会长（温州豪大花岗岩集团有限公司）、副秘书长顾珂等协

会领导以及龙腾公司凌总及销售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秘书长曹祥军主持。 

陈国强会长表示，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依托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的区域优势，两地协会

及会员之间要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在品牌建设、行标推进、专家服务等方面更好地服务会员。 

巩宏良会长向陈国强会长颁发了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特邀副会长证书，同时常熟市钢管行业协会

会员单位将作为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的联席会员，进一步加深两地协会和会员的合作与交流。 

曹祥军秘书长详细介绍了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在服务政府、服务会员、资源整合、团标推进、行

业评选、专家服务、国际交流、会展品牌打造等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成效。与会代表们对协会

所作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最后曹秘书长邀请大家参加协会在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钢管工业展览会，以及同期的相关论坛活动。大家纷

纷表示支持。 

上海钢管行业协会专家委主任孙永喜为大家作了“十四五周期下上海长三角钢管的战略机遇”

的专题报告。报告以长三角钢管企业为实例，举例分析区域内钢管业的运营状况，进行不同钢管产

品的效益比较，解剖经典企业的成功秘笈。大家表示受益匪浅。 

会议最后，巩宏良会长作了总结发言。他对陈国强会长以及龙腾特钢等常熟市钢管协会副会长

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同时对两地协会建立更加深入的关系与合作表示期待，上海钢管行业协会

将积极分享资源，最大程度的撮合两地会员单位之间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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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一行赴圣珀新材考察交流 

4月 17日上午，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巩宏良会长、何建忠副会长、曹祥军秘书长、专家委孙永喜

主任以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在常熟市钢管行业协会陈国强会长的陪同下，来到江苏圣珀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参观交流，受到了圣珀董事长周卫国的热情接待。 

在周董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圣珀公司钛管生产线，大家对钛焊管的生产工艺、产品性能以及

圣珀公司的产能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参观结束后，大家进行了座谈。周董介绍，圣珀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钛带、钛焊管，镍基合金

带、焊管，不锈钢冷轧钢带及焊管的优质企业。产品广泛用于家电、化工、医药、印染、环保、电

力、压力容器等方面，目前有多个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圣珀公司作为常熟第一批两化融合试

点单位，正在积极进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企业家们围绕智能制造、节能减排、花园式工厂建设、

科技创新等话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最后，巩宏良会长邀请周董来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坐客，利用协会平台资源，全力支持圣珀公司

发展。就行业标准的制订、专家委技术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建立合作，并邀请圣珀公司参加由协

会主办，在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钢管工业展览会，

周董对巩会长的邀请表示感谢与支持。 

打通产业链 连接上下游 

4 月 7 日下午，秘书处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和综合部刘正浩主任，拜访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

易商会许集体会长（以下简称“上海钢贸商会”），双方就促进钢管行业上下游之间的商业合作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一致赞同 5 月份组织双方会员单位，在江苏乐家冷弯型钢股份有限公司举办

产业链合作交流活动。 

上海钢贸商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组织稳定、制度严谨、会风正派、会员拥护的基本格

局，“上海钢贸商”已成为建设上海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目前，商会会员近 350 家，会员企业总

注册资本逾 200 亿元，总资产 500 亿元。会员年总贸易额约 6000 亿元，加工能力超 2000 万吨，服

务实体企业超 12万家。商会下设建材、热轧、冷轧镀锌、中厚板、仓储、青创会共 6大分会。  

许会长表示，钢贸企业可以通过锁定原材料供应价格，代理经销钢管产品，为钢管生产企业降

低运营风险，提升行业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表示欢迎上海钢贸商会走访

上管协会员单位，商协会之间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共同打造长三角钢管行业高质量发展生态圈。 

德新中频热扩无缝钢管应用研讨会在无锡成功举办 

4月 10日，由上海钢管行业协会支持的“中频热扩无缝钢管在石化、化工、电力行业推广应用

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石油和石化工程研究会主办，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协办，

德新钢管（中国）有限公司承办。会议通过了“中频热扩钢管可在石化、化工、电力项目中推广应

用”的专家意见，研讨了 GB/T5310-2017 标准的修订意见和方案。来自全国各地石化、化工、电力

和钢管界的专家、学者，钢管生产、科研、设计、检测单位的领导和技术负责人，有关部门领导等

100 多名嘉宾参加了会议。巩宏良会长出席了大会，专家委孙永喜主任主持了当天下午的会议。 

协会副会长德新钢管董事长陈俊德致欢迎辞，他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衷心感谢与会单位和代

表的大力支持。陈董介绍了德新钢管和无锡特钢的发展和现状，中频热扩工艺特点和产品优势，钢

坯定制到成品出厂的质保体系，他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望德新钢管能全面列入各

应用企业供应商短名单，发挥公司热扩钢管定制和管材综合配套的突出优势， 

专家委名誉主任委员成海涛做主题报告，他介绍了我国无缝钢管行业现状，多种生产大直径钢

管的生产装备与工艺特点，他表示：可以通过钢管“径壁比”参数，去鉴别钢管的生产方式，中频

热扩工艺是生产大直径薄壁无缝钢管最有效的方法，生产灵活、节能环保，产品变径大、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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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技术首席专家寿比南高工，现场宣读了 9 人专家组对

德新钢管的中频热扩无缝钢管生产工艺、装备能力、检测手段、质保体系和产品的检测检验报告进

行资料审查和现场巡查后的评议“意见”：中频热扩工艺具有柔性定制、短周期的特点，是对钢管

轧、拔和挤压等工艺的有效补充。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和不断完善，中频热扩钢管工艺已经成熟，

经各种检验检测验证和数百万吨产品在复杂工况下的实际应用表明，按标准制造并检验合格的中频

热扩钢管可在石化、化工、电力项目中推广应用。 

中国石油和石化工程研究会副理事长王英彬、秘书长丁武、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管分会高级顾问

庄刚、东华工程科技公司工程室技术副总监李刚、天津供销公司董事长徐国华、德新常务副总裁胡

一青等嘉宾上台共同按键，正式启动了德新创办的石化钢管共享仓库。 

本次会议还得到了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全国锅

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钢标委钢管分委、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管分会的大力支持。 

巩会长出席市工经联六届二次会员大会 

3月 31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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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会员大会。市第十届政协主席、市工经联、经团联专家委员会主任蒋以任，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刘

平，市工经联党委书记、会长管维镛、监事长吴正扬、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裴崎、执行副会长黄国

伟、史文军等出席会议。老领导陈祥麟、李鹤富、唐晓芬、李念政、吴永华等应邀出席大会。会议

由裴崎主持。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巩宏良会长出席了大会。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管维镛、吴正扬等所作的 2020年度市工经联、经团联理事会工

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等议案。 

出席大会的领导们向 34家副会长单位、40家主席团主席单位代表授牌;并为市工经联、经团联

专家委员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文化创意专业委员会、合作交流专业委员会、投融资服务专业

委员会、法治服务专业委员会 6家委员会的成立揭牌。 

管维镛在理事会报告中回顾了 2020 年工作、对 2021 年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市经信委总工程师

刘平在讲话中，对市工经联新班子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三方面要求。 

在六届二次会员大会召开前，市工经联还召开了六届二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需提交六届

二次会员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 

市工经联、市经团联副会长、主席团主席、理事、会员单位负责人或代表 350 余人出席会议。 

协会派员出席市 2021 年度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会议 

4 月 2 日下午，“2021 年上海市进出口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工作会议”在市商务委顺利召开。

市商务委二级巡视员孙嘉荣、市民政局社团处黄井波处长参加会议，公平贸易处曹茵处长主持会议。

本市 40余个进出口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近 60人参加会议，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卢致逵出席了会议。  

孙嘉荣指出，过去一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球贸易摩擦案件快速增长，

贸易管制、投资限制等新型壁垒措施呈高发、频发态势。面对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公平贸易工作

在产业安全保障、经贸摩擦应对、公平贸易服务等方面不断提升能级，取得较好成效。今年以来，

上海经济发展韧性、活力和动力明显增强，然而在疫情持续形势下，全球复苏仍存在不确定性，全

球价值链调整、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经贸政策变化等都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及外贸高质量发展提

出新的挑战。对此，各行业工作站要加强国际经贸环境的风险识别能力、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水平

能力、开展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能力等三方面建设，不断提升公平贸易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会议表彰了“2020 年度优秀进出口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曹茵处长部署了 2021 年上海市进

出口公平贸易行业工作站工作任务，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研究处李峰做了《‘十四五’上海扩

大开放若干重大问题》专题报告，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钢管行业协会专家委专家倪建

林律师做了《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与应对》的培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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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 

学党史，跟党走！开启“周一一赛”党史知识云竞赛 

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根据国资委、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有关要求，事业部党委结合自身实际，已

制定下发《钢管条钢事业部党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并部署启动党史学习教育。 

4月 1日至 4月 9日，“微 V事业”开启了“学党史、跟党走”周一一赛党史知识云竞赛。2603

人次参与答题，1285 人完成答题，265 人次分享答题......兴起了学习党史热潮，帮助党员以赛促

学、以学促知、以知促行、创先争优，以优异业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关于中频热扩无缝钢管在石化、化工和电力行业推广应用的意见”正式颁发 

近日“中频热扩无缝钢管在石化、化工、电力行业推广应用研讨会”成功举办。为此，中国石

油和石化工程研究会下发中石研（2021）15号文《关于转发“中频热扩无缝钢管在石化、化工和电

力行业推广应用的意见”的通知》，请各相关单位参照执行。 

在意见中指出：中频热扩工艺具有柔性定制、短周期的特点，是对钢管轧、拔和挤压等工艺的

有效补充。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和不断完善，中频热扩钢管工艺已经成熟，经过各种检验检测验证

和数百万吨中频热扩钢管在各种复杂工况下的实际应用表明，按标准制造并检验合格的中频热扩钢

管可在石化、化工、电力项目中推广应用。 

同时，对中频热扩钢管制造明确特种设备许可、型式试验、质保体系、装备能力等相关资质，

并提出工艺规程、工艺参数、产品检测等方面的生产要求。 

【愿生命美好与你相遇】“久立”2021 无偿献血 

2021，又是一年的无偿献血时，从 1999到 2021，爱从未缺席。 

今年稍稍有些特殊，有些人因为疫苗接种时间上的冲突不能参与，因此表示了遗憾，但还是有

很多久立人一如既往地参与。其中有已经献血十几年，超过 5000cc的；有因为出差回来，来到现场

不能献血表示遗憾的；也有说憋了一年，去年因为出差及疫情不能献血，今年说一定要献上的；也

有说自己平常喜欢晚上在家喝上几口，为了献血，有段时间戒了酒的；最后除了日常献血外，今年

我们又有 5个人造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团队。 

走访特殊学校 仁爱与你同行 

4 月 9 日，春光灿烂，阳光明媚，迎着习习微风，江苏玉龙钢管科技钢管有限公司的领导携同

党支部代表、工会及志愿者一行走访无锡市惠山区特殊教育学校。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却不失孩童的那份纯真可爱。老师带着他们唱歌跳舞，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微笑。 

感谢这所学校的老师，面对这群特殊的儿童，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来陪伴他们

成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表示，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们来到学校开展慰问，帮助这群特殊的

孩子打开心扉，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以更好的状态面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上善若水，汇爱成河。担负起社会责任，我们在行动。 

山海科技 阿联酋四管水压机成功发货 

2021年 4月 2日我公司为阿联酋生产的 THT-114/30-4工位四管水压试验机顺利发货。 

本水压试验机适用于外径为 F21.3～114.3mm，厚度 1.5～6 mm，管长为 4～8 m的低碳、低合金

钢等金属管材做水压力试验，工作压力 5～35MPa，检测效率 300支/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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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在规定货期内完成了生产及工厂验收，客户对水压机品质和运行情况表

示满意。此水压机模具拆换方便，根据模拟演示视频即可学会配件拆装。该设备是我公司进军海外

市场迈出的崭新一步，目前我公司正已安排好调试人员做好出国调试的前期准备。 

华进重装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近日，湘潭华进重装有限公司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本次华进重装首次申请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华进重装通过认定连续三年内（2020-2022 年度）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 

宜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考察公司调研指导 

近日，宜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玉等领导莅临江西瑞思博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企业了解近年

来企业发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玉、常委会委员龚乔等人先后来到企业展厅、研发中心以及智能化生产

车间查看企业实际情况。对公司多年以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了解到瑞思博在轨

道交通、工业制造等高端制造业清洗的细分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荣获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情况后，勉励企业戒骄戒躁，不忘初心，继续加强科技创新引领，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经理熊高生、技术中心副总经理刘平等人陪同考察。 

 

国内外行业动态 

宝钢股份超轻型高安全纯电动白车身“BCB EV”全球首发 

4月 9日，宝钢股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轻型、高安全、纯电动白车身“BCB EV”（Baosteel 

Car Body Electric Vehicle），在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金色炉台”实现全球首发，向全球用户

展示宝钢股份白车身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布宝钢汽车板从制造到服务，成为解决方案供应商的

最新实践。 

第一季度新疆重点钢铁企业产钢 270 万吨 

新疆钢铁行业协会统计，第一季度，疆内重点钢铁企业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253万吨、

270 万吨、256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40.3%、42.8%、35.7%。据了解，今年，新疆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聚焦“两新一重”和基础设施补短板领域，早安排、早动手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疆内重点钢企为抢抓市场机遇，提前做好复工复产准备。 

至 3月底，冬季停产的重点钢企产线均已复产。 

四川 2021 年铁路建设规划：9 个项目在建 8 个项目年内开工 

  4月 10日，“筑梦出川大通道 争当发展火车头”四川省铁路建设劳动竞赛总结暨 2021年

度启动大会在成昆铁路复线峨米一标燕岗制梁场现场召开。会上介绍，今年四川将确保成兰铁路、

成昆铁路复线峨眉至冕宁段等 9个在建项目兑现节点，沪渝蓉高铁重庆至成都段（成渝中线高铁）、

渝西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等 8 个项目如期开工。到 2025 年，四川将新增铁路里程 2000 公里，其中高

铁新增 1500公里。 

安徽 2021 年重点项目计划投资 1.48 万亿元 

近日，安徽省发改委牵头会同各地和省有关单位编制完成《安徽省 2021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并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施。计划共包含 7851 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48 万亿元，项目类别涉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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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文化产业、生态环保等。其中，续建

项目 4941个，计划开工项目 2910个，全年计划竣工项目 1392个。 

3 月份挖掘机销量接近 8 万台，出口大幅增长 117%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 26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统计，2021 年 3 月份，被统计企业销售各类

挖掘机 79035台，同比增长 60%；其中国内 72977台，同比增长 56.6%；出口 6058台，同比增长 117%。

2021 年 1~3 月份，被统计企业共销售挖掘机 126941 台，同比增长 85%；其中国内 113565 台，同比

增长 85.3%；出口 13376台，同比增长 81.9%。 

印度 2020 年的不锈钢粗钢产量下降约 19% 

据印度不锈钢发展协会（ISSDA）统计，2020年，印度的不锈钢粗钢产量总计 317 万吨，与 2019

年的 393万吨相比，下降约 19%。尽管 2020年 4~6月份期间，印度的不锈钢生产因疫情而暂停，但

在印度政府开始放松封锁之后，印度不锈钢生产和需求自 2020年 7月份以来呈现了 V型复苏。 

管道局完成孟加拉帕德玛大桥管道项目采购工作 

2020年 7月，管道局孟加拉分公司收到中铁大桥局授标函。该项目由美国 AECOM 公司负责设计，

管道局负责大桥铁路桥面 6 公里、管径 30英寸天然气管道的采购和安装工作，其物资主要包括钢管、

弯管、管件、阀门和防腐材料等。 

项目部成立后，以“保障服务、降本增效”为根本，同时改变传统物资评标模式，与项目管理

中心协作，在保证采购流程合规的基础上，解决各种难题，最终按预定进度圆满完成采购任务，并

实现采购成本节约率近 20％。 

包钢钢管公司开拓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 

今年初，包钢钢管公司Φ 460 分厂首次采用 Φ 390mm 坯型生产 482 系列薄壁产品阶段性工业试

制取得成功。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创新科技技术，发现有穿孔机设备能力，使其具备

穿制大扩径率毛管产品的能力。 

包钢钢管公司首次成功试制低成本易焊接 BTSY400工程机械用钢管，规格为Ф 168.3mm*7.11mm，

满足用户对钢管在拉伸、冲击、硬度、非金属夹杂物、晶粒度和带状组织等各项技术指标方面的要

求，并已成功交付用户 110 吨。 

去年是包钢特种钢管公司扬帆起航之年，2020 年 12 月份完成 12272 吨产量，再一次刷新产量

纪录，最终完成年产量 63395 吨，超额完成公司年初既定任务 6万吨。 

河钢首单 2000 余吨再生钢铁原料顺利卸港 

4月 6日，河钢采购的首批 2092吨日本再生钢铁原料顺利在天津新港四公司码头顺利靠泊卸船。

这是国家今年初放开再生钢铁原料进口限制后，集团进口的首单再生钢铁原料。 

今年 1月 1日，我国《再生钢铁原料》（GB/T 39733-2020）标准正式生效，符合标准的再生钢

铁原料不属于固体废物，可自由进口。该标准的出台，旨在推动优质再生钢铁原料资源进口，提高

我国铁素资源保障能力，缓解钢铁行业过度依赖铁矿石的境况，此外还能提高再生钢铁原料品质，

满足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天管产品荣获 2020 年度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奖 

日前，天津钢管 110钢级抗硫化氢应力腐蚀油井管荣获 2020年度“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

开拓奖”。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授予 10 项产品 2020 年度“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奖”，奖励当前

在我国钢铁行业立于创新研发新品、精于追求高端品质、勇于拓展市场的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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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的成功研发使公司以 C110为代表的高强抗硫管产品系列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巩固和扩

大该高端产品国内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升 TPCO品牌影响力。 

太钢复合板拿到进军化工领域的“金钥匙” 

日前，太钢复合材料厂顺利交付国内某知名化工企业 1400余吨复合板生产订单。这标志着太钢

在高端化工的市场开发上实现了新突破，为全面进军高端化工领域开创了良好局面。 

 

宏观经济 

2021 年 3 月我国出口钢材 754.2 万吨 

海关总署 4月 13日数据显示，2021年 3月我国出口钢材 754.2万吨，同比增长 16.4%；1月-3

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1768.2 万吨，同比增长 23.8%。3月我国进口钢材 132.2万吨，同比增长 16.0%；

1月-3月我国累计进口钢材 371.8万吨，同比增长 17.0%。3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10210.9万

吨，同比增长 18.9%；1月-3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28343.5万吨，同比增长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