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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深化行业交流  提升合作层次 

——巩宏良当选上海市金属学会副理事长 

6月30日下午，上海市金属学会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雁荡路84号科学会堂一

号楼卢浮厅举行。这次会议是上海市金属学会十一届理事会的换届大会。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

举出了新一届理事会和正副理事长。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巩宏良会长当选为该学会十二届理事会副理

事长。 

上海市金属学会十一届理事长张丕军做了十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他总结报告了十一届理事会

期间的各项工作，感谢全体会员和宝武集团对十一届理事会工作的支持。张淼秘书长做了十一届理

事会财务收支和审计情况的报告。宝钢股份科协秘书长孙珏璐，对上海市金属学会章程（草案）的

修改方案、换届改选工作方案做了说明。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宝钢股份总助、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军等49人为十二届理事会理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巡查办专职副主任魏立群等3人为十二届监事会监事。在接下来的十二届一次

理（监）事会议上，吴军当选为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魏立群当选为监事长；巩宏良（上海钢管行

业协会会长）、季学文（上上不锈董事长）、谢华清（上海二工大校长）、谢蔚（中信泰富首席专

家）、朱军红（上海钢联董事长）、张智峰（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所长）、翟启杰（上海大学学科建

设委员会主任）等7人当选为副理事长；孙珏璐当选为秘书长。上海钢管行业协会曹祥军秘书长、专

家委张忠铧副主任当选为理事。 

吴军理事长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国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钢铁行业也迎来更严峻的挑战，

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性任务，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希望大家利

用好金属学会这个平台，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创新，为我国钢铁冶金

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上海钢管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巩宏良表示：上海钢管行业协会是在上海金

属学会压力加工专委会多次活动基础上筹建成立的，作为团体会员，今后钢管协会可以更多的分担

金属学会压力加工专委会活动和业务，有利于深化行业交流，提升合作层次，协会专家委员会也可

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学术交流，更多的为钢管行业的创新研发提供多学科的支撑。 

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秘书长曹祥军等 149 位金属学会会员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还邀请了上海宇

航系统工程研究所顾问陶建中研究员，为与会代表做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中国航天》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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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协会携手谋划提升中国钢管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月 5 日，巩宏良会长带队拜访了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管分会（以下简称‘钢管分会’），受到

了分会郑贵英理事长、张俊鹏秘书长、李霞常务副秘书长和庄刚高级顾问等的热情接待。双方交流

了协会工作，讨论了钢管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大纲，分析了钢管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研究了

钢管行业在“双循环”经济环境下的低碳转型之路。 

上海钢管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沪管协’）曹祥军秘书长首先向钢管分会报告了协会上半年的

工作和下半年的计划。他表示：特别感谢钢管分会在去年疫情肆虐的紧急关头，支援了沪管协一批

防护口罩，给上海钢管企业送来了战胜新冠肺炎的决心和信心。 

郑贵英理事长代表钢管分会，热烈欢迎巩会长一行的到访。他介绍了钢管分会在抗疫情中凝心

聚力，支持、鼓励、关爱、帮助会员企业战胜疫情的工作，介绍了天津大无缝通过重组混改焕发创

新活力的过程。据郑贵英介绍，中信泰富成功竞买上海电气钢管 40%股权后，加上原有大冶特钢、

靖江特钢、浙江钢管 150 万吨钢管产能，合计钢管产能达 500 万吨。将改写世界无缝钢管企业的座

次。 

李霞常务副秘书长介绍了钢管分会上半年的工作和下半年换届改选的打算，庄刚高级顾问介绍

了钢管“十四五”规划的编写情况。 

双方还对当前钢管市场的运行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上半年钢价上涨过快，正渐次向 CPI 传

导，但由于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链较长，传导呈递减效应。国内经济界人士认为，去年下半年

至今年上半年 PPI 的快速回升，主要是货币充裕推动价格上涨的同时，国内供给侧改革推进和国际

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不同于需求扩张带来的价格上涨，供给冲击的上涨基础是不充分的，当真实

需求因上游价格上涨而缩减时，或者当供给冲击的临时性因素消除时，PPI 的价格就将掉头下行。

因此，中国 PPI的上涨，已到达顶峰，拐点正在到来。 

巩宏良会长感谢钢管分会的热情接待。他说，协会为会员服务，就是要做企业需要的事情，协

会所有工作落地于促进企业营销。钢管分会的进出口座谈会，无缝管对标活动，气瓶管、管线管分

品种市场研讨会等活动都很落地，沪管协一方面要学习分会开展接地气的活动，一方面要积极参与

分会的活动，为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巩会长还建议，沪管协的专家委可与钢管分会共建

共享，沪管协的团标、评奖工作，也可以与钢管分会共同开展。两协会共同为提升中国钢管高质量

发展而奋斗。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钢管分会副秘书长杨文晨，沪管协常务副秘书长卢致逵、专家委主任孙永喜、

副秘书长王友国和会展部主任饶松。 

协会走访上海海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6月 30日下午，常务副秘书长卢致逵、专家委主任孙永喜、综合部主任刘正浩走访了新任副会

长单位上海海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受到了海泰钢管顾祥总经理、于永财副总经理、刘思禹销

售经理的热情接待。 

顾总详细介绍了海泰钢管的发展历程。海泰创立于 1991年，立足于在钢铁流通行业稳健发展并

逐步在相关领域实行多元化，是一家集贸易物流、工程配套服务、进出口业务为一体的企业。致力

于把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带给每家顾客，建设美好世界。目前海泰有员工 400余名，业务遍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化工、机械加工、船舶海工、市政工程、电力系统等领域为客户提供有竞

争力的、安全可信赖的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坚持围绕客户需求不断创新，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追求在关键环节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 2017 年开始，拓展服务产品到板材，型材，阀门，管件，

法兰等管道配套产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增加客户的粘性，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详细介绍了协会今年的工作内容；希望海泰发挥钢管贸易龙头企业的影响

力，组织钢管行业流通分会，完善协会产业链建设；建议海泰承办 8 月份的会长办公会，让会长们

走进海泰、了解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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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喜主任称赞海泰是钢管行业中优秀的企业。鉴于海泰目前经营的都是碳钢产品，建议海泰

关注不锈钢产品，进一步完善产品种类，提升行业竞争力。 

顾总表示协会组织的会议非常有价值，促进了会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合作共赢，一定积极参加

协会的各项活动，同时非常欢迎大家的来访。 

 

会员动态 

宝钢拿下中石油西南油气田三季度新增需求最大订单 

近日，宝钢成功中标中石油西南油气田三季度新增油套管需求最大订单，占总竞标量的78%。 

郭小龙带队走访韶钢 

7月9日，钢管条钢事业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郭小龙带队走访韶钢，事业部副总经理姜玉梅陪

同。郭小龙深入韶钢生产现场，了解产线运营、智慧制造工作推进情况，并与韶钢党委书记、董事

长解旗等领导及职能部门进行了深入交流。 

德新大口径无缝钢管顺利交付 

德新钢管20#-8163 Φ 920x10mm大口径无缝钢管最新交付，供货量3700米，用于广东省某热电

联产项目二期工程，产品特点：（1）径壁比(D/S)高达92，10mm的壁厚近乎极值，可谓“身材出色

的大家伙”；（2）单管长度近10米，德新的独有优势。 

由南京苏夏设计的贵州省首条超长距离热力蒸汽管道贯通投用 

2021年6月由南京苏夏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贵州省首条超长距离热力蒸汽管道贯通投

用。蒸汽管线的设计参数为：压力1.65MPa，温度300℃。主线长度约27.8km，设计一次完成，管道

建设分步实施。 

贵州省首条超长距离热力蒸汽管道在贵州大龙开发区建设投用，管道为园区企业提供的安全、

绿色热能，符合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实际，为打造清洁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煤电产业体系、

推动开发区能源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新贡献。 

久立特材 2021 年半年度生产经营分析会 

7月8日，久立特材2021年半年度生产经营分析会在行政大楼2楼报告厅举行。会上，久立特材董

事长兼总经理李郑周以稻盛和夫“提高心性、拓展经营”的理念入手，围绕各项经营指标，针对下

属各单位、销售、生产、供应、行政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下半年如何做好工作明确要

求和方向。 

最后，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志江强调两点：一是通报集团增资扩股的情况；二是针对公司目前人

才队伍情况，要求要稳定员工工作，提高技工队伍水平，提升企业员工幸福感。 

宝世威顺利通过 API 监督现场审核 

6月28日～7月2日，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委派审核员对公司质量体

系进行连续5天的2021年API监督审核，审核工作圆满结束，末次会上，API审核员给出了持续推荐注

册的建议，标志着公司通过2021年监督现场审核。 

连续5天的审核，API审核员关注了包括API会标和API Q1(钢管和内外防腐)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实

施情况，确认是否符合许可/登记注册的范围，对API管理体系运行情况的一次全面检查，依次对公

司的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管理体系、原材料等进行了细致且严格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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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管道党委荣获“吴兴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金洲管道党委在七一前夕得到吴兴区委表彰，荣获“吴兴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近年来，金洲管道党委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相关全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精神、

奋斗奋进，通过开展先锋工程、人才工程、和谐工程、文化工程和爱心工程“五个工程”建设，把

各党支部打造成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使其在各个业务岗位上

创新开拓，成为公司骨干和楷模；围绕打造“中国新型管道的引领者”的企业愿景，提炼出“公开

公平、共享共赢”核心价值观，坚持党建带群建、团建，创建和谐型企业，公司税收、业绩与职工

收入福利连年稳步增长，员工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为吴兴区高质量赶超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展示

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建党百年 爱在周岗大型公益活动 

由江苏众信绿色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支持的公益活动，百年辉煌，我心向党——“永远跟党走”

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在周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隆重开展。 

本次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红色革命伟业为题材，以关爱残疾人为目的，以歌颂党建百年辉煌为

核心。江苏众信绿色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对此项活动提供了用着安全的工艺管道，为本项活动的顺利

举行提供物质保障，为关爱残疾人的公益事业发展保驾护航。众信管业一心热衷公益，为社会奉献

爱心，传播正能量的行动不仅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更为在公益活动中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为

此，周岗社区领导特意送上“爱心助残，无私奉献”的锦旗以表感谢。 

上海良时智能受邀出席“2021国际商用车智能制造暨车架技术峰会” 

湖南长沙，7月5日-6日，上海良时智能受邀出席《2021国际商用车智能制造暨车架技术峰会》，

近200名国内工程机械、汽车制造行业的精英、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商用车行业发展形势、

分享绿色涂料在商用车领域的应用经验。 

上海良时专业为全球客户提供商用车、工程机械喷砂抛丸生产线；商用车、工程机械表面喷丸

强化系统。喷砂抛丸生产线作为良时核心产品，由美国良时研发团队综合国际领先技术独立设计、

研发！ 

亚达系统服务全球首创 献礼建党百年征程、壮阔波澜 

6月29日，23000TEU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达飞·索邦”号在上海命名交付，这标志着由中国船

舶集团为达飞海运集团建造的9艘全球首创“绿巨人”全部按时完工交付，实现完美收官！ 

该船型总长399.9米，型宽61.3米，货舱深度达33.5米，甲板面积达23978平方米，相当于3.5

个标准足球场，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还要长60多米。 

亚达系统为该系列船型双燃料系统动力提供核心的双壁管解决方案（从工程设计、应力分析、

产品制造、安装调试到运维，提供一站式服务）！ 

孙建铎到凤宝管业调研指导 

7月2日，林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建铎到凤宝管业进行专项调研，了解企业经营与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 

孙建铎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强力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安阳市委市政府、林州市委市政

府全力贯彻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推动地方经济持续

增长。“万人助万企”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凤宝管业在生产经营、市场开拓、项目建设等

方面提问题、提建议，市委市政府会在政策范围内依法帮助解决，为企业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http://www.zxky.cn/
http://www.shliang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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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研纳克党委书记、总经理杨植岗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7月8日，钢研纳克党委书记、总经理杨植岗为公司党员干部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集团

党史学习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孙晓斌、刘德出席会议。公司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公司领导、首席

专家、高管、在京所属单位正职、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民主党派人士代表共计30余名干部职工

参加学习。 

杨植岗书记以“回望党史问初心 砥砺奋进再出发”为题，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老一辈纳

克人的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等三个方面为党员干部进行了专题授课。 

集团党史学习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组长孙晓斌交流了听课感受并做出指导。 

 

国内外行业动态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全面实现焦炉电机车无人化 

近日，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制造取得重大突破——三期焦炉电机车实现无人化作业一次成功，

标志着宝钢股份在炼焦智慧制造领域已实现从局部引领转为全面引领，在单一炉组和双炉组、7 米

新型焦炉和 6 米老焦炉智慧制造技术自主集成领域，均为国内钢铁企业首创。至此，经过近六年的

智慧化升级改造，宝山基地全面实现了焦炉电机车无人化作业。 

诚德钢管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赴郭村保卫战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2021 年 6 月 26 日江苏诚德钢管集团党总支在刘观永书记的

带领下组织全体党员，前往郭村保卫战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并于参观结束后，欢

聚在景诚大酒店进行了红歌现场赛。 

坚毅的步伐，铿锵的誓词，嘹亮的红歌，炽热的心潮，极大的激发了党员们的爱党爱国爱企热

情，鼓舞着党员们积极投身于企业在新形势下快速发展，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昂扬的姿态，为

建设百年诚德增辉助力。 

珠江钢管西安水务集团南池引水项目钢管及管件顺利交货 

近日，珠江钢管连云港公司“西安水务集团南池引水项目”为期三个月的管件加工工程量用时

仅一个月抢干完成，至此，该项目钢管及管件订单全部生产完成并按期发运！此外，西安南郊水厂

出水项目、斗门水库引水工程加工项目也顺利交货，依托珠江钢管先进的制管技术、完整的产业链、

高标准的质量管理，已经累计完成钢管及管件来料加工生产 6700吨。 

河钢压力钢管用钢独家供货我国一重大水利工程 

近日，集团为新疆伊犁奎屯河引水工程生产的最新一批优质钢板下线，将用于压力钢管制造。

此次合作，集团将向该工程独家供应 3600余吨优质压力钢管用钢。 

新疆伊犁奎屯河引水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工程主要任务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发电

等综合利用，为新疆规模最大的单体工程。 

鞍钢股份拿下中石化长输管线一半大单 

从鞍钢股份市场营销中心获悉，鞍钢股份成功入围“中石化 2021年度长输管线框架采购协议”。

该协议合同总量约 8 万吨管线钢，鞍钢股份成功斩获约 4 万吨，中标量位列第一。这对于稳定鞍钢

产品销售渠道、擦亮鞍钢品牌、助力中国油气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将进一步巩固鞍钢股份与中

石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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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管管加工厂深加工区域生产突破历史最好记录 

天管管加工厂深加工区域贯彻“五个统一、一个目标”大讨论活动，全面抓好生产工作，深入

对标挖潜，积极降本增效，二季度月均产量突破历史最好记录，月均产量超历史记录 8.28%。 

宁德市政府副市长叶其发一行莅临青山钢管考察调研 

7 月 1 日下午，宁德市政府副市长叶其发、市发改委主任洪荣、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一

行在盟信集团总经理李启光、副总经理孙朝晖等领导的陪同下，赴青山钢管福建分公司参观调研。

青山钢管副总经理何建珍等领导进行了接待并陪同调研。 

叶其发副市长一行先后参观了焊管事业部、管件管件事业部生产车间，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

以及周边配套情况，仔细询问项目在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新兴铸管 2021 年上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 12.5 亿元~14 亿元 

新兴铸管 7 月 9 日晚间发布业绩预告，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12.5 亿元~14 亿元，同

比增长 44%~61%。报告期内，公司采取柔性生产机制，优化产品结构，在巩固球墨铸铁管市场地位

的基础上，调整钢材产品结构，优钢比例明显提升，进一步开拓市场。 

国家发改委：到 2025 年废钢利用量达到 3.2 亿吨 

7月 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969

号，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 年提高约 20%，单

位 GDP 能源消耗、用水量比 2020 年分别降低 13.5%、16%左右，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6%

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废纸利用量达到 6000 万吨，

废钢利用量达到 3.2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2000 万吨，其中再生铜、再生铝和再生铅产量分

别达到 400万吨、1150万吨、290万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5万亿元。 

上海发布生活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方案 将新建充电桩超 5 万个 

7 月 10 日，在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式上，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了《推进上海生活数字化转型构建高品质数字生活行动方案（2021—2023年）》。其中提出，

到 2023 年，上海建成至少 50 个生活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推动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生活的新兴

技术试验场、模式创新先行区、智能体验未来城；新建电动汽车充电桩超过 5 万个，新建智能快件

箱 1.2万组。 

1-6 月全国造船完工量 2092.2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0% 

2021年上半年，全国造船完工量前 10家企业集中度为 75.7%，比 2020年底提高 5.1个百分点；

新承接订单量前 10家企业集中度为 79.5%，比 2020年底提高 5.3个百分点；手持订单量前 10家企

业集中度为 71.4%，比 2020 年底提高 3.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钢材等行业价格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示，6 月份，受原材料保供稳价政策影响，钢材、有色

金属等行业价格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价格由涨转降，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

下降 0.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0.1%。 

日本 2021 年第一季度热轧不锈钢材产量同比下降约 8.5% 

据统计，2021年 1月-3月，日本热轧不锈钢材产量累计达 616132吨，较上年同期的 673671吨

下降约 8.5%。分钢种看，铬系 237852吨，较上年同期的 270906吨下降约 12.2%；铬镍系 24003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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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的 258642 吨下降近 7.2%；铬镍钼系 70144 吨，较上年同期的 77356 吨下降约 9.3%；其

他系 68105吨，较上年同期的 66767吨增长约 2.0%。分形状看，棒材 36054吨，同比下降近 0.4%；

管材 49962吨，同比下降近 36.8%；钢板与钢带 458251 吨，同比下降近 7.3%；型材 11799吨；线材

60066吨。 

世界最大、亚洲首座海上换流站在江苏南通正式发运 

7 月 8 日，世界最大、亚洲首座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的长江岸边出发，预计 3 日后抵达黄海

海域，并在三峡集团江苏如东海上风电项目现场进行安装。三峡如东海上换流站投入运行后，将汇

聚如东海上风电场共 1100兆瓦的电能，将其转换为损耗更低的直流电后，通过海缆输送至陆上。这

种技术被称作柔性直流输电技术，能够弥补传统的长距离交流输电存在的不足。 

 

宏观经济 

2021 年 6 月我国日均粗钢产量 312.93 万吨，环比下降 2.45％ 

国家统计局 7 月 15 日数据显示，2021 年 6 月份，我国粗钢日均产量 312.93 万吨，环比降低

2.45％，生铁日均产量 252.6 万吨，钢材日均产量 402.4万吨。 

2021年 6月我国粗钢产量 9388万吨，同比增长 1.5％，1-6月份粗钢产量 56333 万吨，同比增

长 11.8％。生铁产量 7578 万吨，同比降低 2.7％，1-6 月份生铁产量 45638 万吨，同比增长 4％。

钢材产量 12072 万吨，同比增长 3％，1-6 月份钢材产量 69831 万吨，同比增长 13.9％。焦炭产量

3891万吨，同比降低 3.2％，1-6月份焦炭产量 23709 万吨，同比增长 4.1％。 

6月份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1-6月份同比增长 17.1％；6月份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4.1％，1-6月份同比增长 11.5％。 

二季度全国制造业工业产能利用率 78.8％，较上年同期增加 4 个百分点，上半年产能利用率

78.2％，较上年同期增加 6.8 个百分点；二季度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 84.1％, 较

上年同期增加 5.7个百分点，上半年产能利用率 83％，较上年同期增加 7.4个百分点。 

2021 年 6 月我国出口钢材 645.8 万吨 

海关总署 2021年 7月 13日数据显示，2021年 6月我国出口钢材 645.8万吨，同比增长 74.5%；

1-6 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3738.2万吨，同比增长 30.2%。 

6月我国进口钢材 125.2万吨，同比下降 33.4%；1-6月我国累计进口钢材 734.9 万吨，同比增

长 0.1%。 

6 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8941.7 万吨，同比下降 12.1%；1-6 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

精矿 56070.5万吨，同比增长 2.6%。 

6 月我国进口煤及褐煤 2839.2 万吨，同比增长 12.3%；1-6 月我国累计进口煤及褐煤 13956.1

万吨，同比下降 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