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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协会党支部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1 月 15 日下午，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党支部巩宏良书记，在协会会议室组织支部党员、骨干群

众，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重要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

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巩宏良书记指出：各会员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

的政治任务。要按照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部署，紧密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安排好学习贯彻，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精神上来。 

在学习领会六中全会精神后，大家还联系实际就协会工作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前阶段围绕“助

力新能源，推动钢管新材料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阶段服务好会员企业，将在推

进信息化、提升管理能力、改善经营绩效等方面，搭建新平台，作出新努力。 

《中国冶金报》刊登我协会工作 

2021 年 11 月 9 日，由记者包斯文采写的《钢管业：‘氢’风吹来新机遇》的报道，在《中国

冶金报》在八版头条刊出。文章报道了我协会以标准引领创新发展，助推会员企业领跑行业先锋，

掌握核心竞争力，筑牢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基础的做法，引起了全行业的关注。 

该文指出：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组织编制、发布的《氢能源汽车管路用不锈钢无缝管》团标，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氢能源钢管产品的团体标准，为这个领域填补空白，

使国产钢材为推动国家能源升级、新能源应用发挥更大作用。 

该文发布：上海钢管行业协会组织编制的《加氢站管路用不锈钢无缝管》团体标准，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启动，将在明年上半年颁布实施，为推动氢能源开发、应用做出更大贡献。 

该文认为：钢管行业现多为引用 EN、API 等欧美标准，我们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要从钢管标

准的引进大国向钢管标准的创造大国转变，钢管标准的输出要与我们钢管产品产量的输出相匹配。 

此消息在钢管生产企业和氢能应用领域引起热烈反响，氢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检验单位等下游

终端用钢企业纷纷表示，《氢能源汽车管路用不锈钢无缝管》团标的实施，有利于氢能的开发和应

用，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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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参加 2021 长三角产业安全发展论坛 

11月 9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2021长三角产业安全发展论坛”在沪成功举

办。论坛以“全球经贸治理体系重构与区域产业安全协同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罗津，商务部驻沪特派员徐兴锋，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

一级巡视员申卫华，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李林院士，党委书记、副所长蔡澎等出席论坛。 

罗津局长指出，长三角应对贸易摩擦工作站对于做好新时期贸易摩擦应对和贸易救济工作，维

护区域产业安全，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期待三省一市商务部门加强合作，提高风险

防范能力，打造区域公共服务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申卫华表示，上海围绕产业安全预警、贸易摩擦应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估和贸易调整援助等

工作，探索建立了系统化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下一步市商务委将与苏、浙、皖三省商务部门通力

协作、相互赋能，提高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服务长三角贸易更高质量发展。 

蔡澎书记代表商务部长三角产业安全监测工作站依托单位，对各界人士的指导帮助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加速期，商务部长三角产业安全监测工作

站将聚焦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安全监测评估，为国家维护产业安全稳定发展建言献策。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飞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期间，长三角三省一市商务主管部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国际经贸风险防范和产业安全协

同发展合作备忘录》。论坛同期发布了《2021长三角产业安全监测报告》。 

论坛上，商务部长三角产业安全监测工作站、前瞻产业研究院、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江苏省应对美国 337 调查公平贸易工作站等智库

代表联合发出开展国际经贸产业安全智库合作倡议。相关智库专家围绕“全球经贸治理体系重构与

区域产业安全协同发展”开展了主题对话。 

本次论坛由商务部长三角产业安全监测工作站、上海产业安全监测与预警研究中心，以及工作

站、中心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共同主办，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商务部门

支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卢致逵和综合部主任刘正浩参加会议。 

关于延期举办六届三次会员大会的通知 

鉴于目前国内新冠肺炎防控态势严峻复杂，根据 11月 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展会、论坛

等聚集性活动尽量线上举办，减少因人员聚集和流动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的要求，以及上海市卫健

委 11月 7日《上海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的要求，为积极响

应政府疫情防控指示精神，减少疫情传播扩散的风险，保障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经上海钢管行业

协会党支部及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延期举行原定于 2021年 11月 29日~30日在上海开元曼居酒店

召开的六届三次会员大会暨六届五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的时间与地点，待疫情稳定后再作安

排，具体召开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同期活动第十三届上海国际钢管工业展览会与第三届钢管产业链发展与应用大会也延期举办。 

我们对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感谢您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期待在延期后的大会上与您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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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 

宝钢股份首单“碳中和”钢铁产品发运 

11月 1日，宝钢壳牌“碳中和”钢铁产品第一单——供新加坡 SBM海底管线项目，X65MS0高钢

级直缝埋弧焊管 1700余吨在成品码头发运完毕，填补了宝钢股份向国际石油公司批量供应抗酸海底

管线的空白。至此，首次印有“碳中和”字样的宝钢股份钢管产品成为海外市场靓丽的绿色名片，

推动宝钢股份海管产品市场竞争力迈上新台阶。 

德威不锈《2020 年度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发布 

2021 年 11 月，浙江德威不锈钢管业股份公司公开发布了《2020 年度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公司首次发布的环保责任报告，《报告》系统地展示了

2020年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和成果。 

苏夏集团党员、中层及以上干部、股东学习动员大会 

11月 1日，江苏苏夏能源集团全体党员、中层及以上干部和全体股东在南京苏夏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电教室召开了 2021 年下半年学习动员大会。会议由苏夏集团副总裁/常务副总经理王云超

主持，总裁/董事长王国兴做了重要讲话；苏夏集团副总裁/总经理丁巧芬代表全体党员、中层及以

上干部和全体股东做了表态发言，江苏龙英公司总经理薛瑞方代表苏夏集团材料板块进行了表态。 

浙江省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吴胜丰一行莅临久立考察指导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吴胜丰一行莅临久立考察指导。在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蔡兴强的陪同下，吴胜丰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深入了解了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情况、未来工厂建

设等。吴胜丰对久立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鼓励企业继续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湖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六顺、湖州市吴兴区委书记吴炳芳等领导陪同考察。 

山海科技与北京艾路浦公司签订的水压机顺利出货 

11 月青岛山海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艾路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THT-219 水压试验机顺利出

货。该水压机客户要求的钢管外径跨度大，从 6mm-219mm，单管试压，计算机自动采集和保存打压

数据，自动存储报表。客户前来验收，达到了技术要求，顺利通过验收。 

玉龙钢管获评 2021 年“无锡市民营企业 100 强” 

2021 年 11 月 1 日是第二个“无锡企业家日”无锡市惠山区在 10 月 27 日下午召开了“亲清有

度亲清尤为”企业家座谈会。会上，江苏玉龙钢管科技有限公司荣获 2021年“无锡市民营企业 100

强”荣誉称号，区领导向单位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区委书记吴建元讲话，要求广大企业家当好转型

发展的“拓荒牛”各级干部当好干事创业的“老黄牛”。砥砺创新之心，厚植家国情怀，同拼力奋

进新征程，努力为创建践行新发展理念模范区，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标杆而努力奋斗。 

凤宝管业高效清洁煤制气能源综合利用工程建设推进动员宣誓大会召开 
11 月 10 日，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在会议室召开高效清洁煤制气能源综合利用工程建设推进

动员宣誓大会。项目指挥部全体成员、总承包方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负责人员及

各合作参建单位负责人参加，林州市工信局局长李国庆、凤宝特钢总经理、凤宝管业董事长李静敏

出席。会议由管业公司总经理肖永忠主持。会议还对项目存在问题后续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安排。会

后，全体参会人员到施工现场观摩，并进行宣誓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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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瑞沃出口韩国的高精密机组装箱发货 

11 月 10 日上午，富瑞沃为客户研发制造的高精密机组开始装箱，即将出口发往韩国。在疫情

期间出国调试意味着要面临更多未知的风险和承受更大的压力，但客户的期待给了富瑞沃人无限动

力。优化产品质量，提高服务品质是富瑞沃一直秉持并践行的原则。在自动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富瑞沃不断研究新技术，开拓国内外市场，用心服务客户，为打响“中国智造”新名片贡

献力量！ 

富瑞沃为山西正大设计生产的 F300 机组试车成功 顺利投产 

近日，富瑞沃为正大制管集团山西正大设计生产的全数字化控制 F300直接成方机组试车成功，

顺利投产。F300 机组为全数字化高频直缝焊管机组，生产的方管产品规格范围为 150×150-300×

300mm，矩形管规格范围为 200×100-400×200mm，壁厚 3.5mm-12.0mm。该机组的亮点在于使用一套

轧辊即可满足生产该机组生产规格范围内的所有产品，采用全数字化伺服电机控制的轧辊调整系统，

能达到一键换辊的功效，大大节省换辊时间。 

祝贺上海良时首批入住奉贤区四团镇 “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 

10月 27日，上海良时智能受邀出席由奉贤区四团镇政府举办的 2021 年“四团质造新引擎—产

业发展新动能”会议，奉贤区市场监督局查红副局长莅临会议现场并指导工作，企业代表上海良时

智能凌建民董事长作了精彩演讲。上海良时作为专业化制造及自动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公司，专业

为全球客户提供表面处理系统解决方案，良时汽车零部件智能涂装生产线、良时汽车变速器齿轮喷

抛丸强化设备、良时汽车零部件热成形轻量化智能抛丸涂油线等新技术新装备为四团质造升级提供

了新引擎，为四团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第 339 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成功举办 

10月 22-24日，第 3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暨第三届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在武汉成功举办。中

关村材料试验技术联盟（CSTM）、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实国金国际实验室能力验证

验证研究中心、国际新材料测试评价平台钢铁行业中心联合承办了其中 F35 分论坛——材料产业高

质量发展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海舟担任本论坛主席，论坛主题为“质量评价、质量基础设施、

材料标准”。此次论坛由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磊主持。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磊作了题为“高速列车车轮车轴产品质量评价实施”主题报告。 

中科创新与洛阳欣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隆重举行 

11月 8日，2021年度洛阳欣隆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于中科创新综合楼隆重举行。洛阳欣隆董事长马新兵一行莅临中科创新，与中科创新总经理

林光辉及其所率团队展开友好交流，共商合作事宜。此次合作的主要目标是结合双方实力，实现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从而提升公司品牌价值，推动双方业务快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杭萧钢构合特光电投产仪式暨产品发布会圆满举行 

11月 5日，合特光电 100万平米 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生产线投产仪式暨产品发布会上，来

自行业协会、企业代表、主流新闻媒体等多方单位的嘉宾，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共同见证杭萧钢

构控股子公司合特光电首条生产线正式投产运行，这标志着杭萧钢构迈出了进军光伏建筑一体化领

域里程碑式的一步，是集团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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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行业动态 

武进不锈与中石化、易派客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月 20日-22日，以“低碳·智能·升级·赋能”为主题的“2021 年易派客工业品展览会”、

“2021年石油石化工业展览会”“第六届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采购年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隆重

举行。此次展会是中国首届泛工业品全产业链“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高端专业性展览会，展示重型

工业装备设备、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服务，覆盖石油石化工业全产业链，助力石油和化工企业

高质量发展，助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武进不锈总经理沈卫强、副总经理吴方敏、总经理助理张

贤江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河钢高耐腐材料助力农机装备升级换代 

日前，河钢集团为辽宁某农机装备制造终端客户直供 210吨耐硫酸露点腐蚀钢 Q315NS，该产品

将替代客户原用材料用于空气预热器、脱硫设备等关键部件制造，助力农机装备在高温高湿环境下

延长使用寿命。 

宁德市委组织部调研组一行到青山钢管参观调研 

11月 2 日，宁德市市委组织部园区非公党建调研组梁世耀一行在周宁县工业园区工委书记、县

工信局副局长李佐锶等陪同下赴浙江青山钢管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进行参观调研，分公司总经理蔡

勇强陪同调研。参观结束后，梁世耀一行前往了会议室进行园区党建工作情况座谈交流。 

天管顺利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 

近日，天管收到经由天津海关严格审核认定后颁发的“海关 AEO 高级认证证书”，标志着公司

获得了全球化贸易的“VIP 绿色通行证”和“金字招牌”。公司在天津东丽海关的帮助指导下，抢

抓机遇进行硬件升级改造和系统的组织管理提升。最终以高效的执行力，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各项认

证审核一次通过，得到海关认证专家的高度认可和赞扬，为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快速提高海外业

务水平、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内最宽厚板不锈钢在宝钢批量轧制成功 

近日，宝钢股份充分发挥集团协同效应，从太钢采购宽幅板坯，首次批量轧制成功规格为

12.9*3796*12010 毫米的国内最宽厚板不锈钢，一举结束了国内 LNG 主管道用板长期依赖进口的“瓶

颈”。LNG 作为清洁能源在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此次批量轧制成功，为下游行

业解决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助力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钢完成国内最大 LNG 储罐项目保供 

近日，太钢在宝钢股份的协助下，成功完成国内最大液化天然气储罐项目保供。这是太钢加入

宝武大家庭后，首次通过产线、市场端的极致协同，顺利完成的“第一单”保供任务。中国宝武钢铁

多基地协同，已在三晋大地结出了太钢果实。 

本钢高端不锈钢产品谱系添“新丁” 

  近日，本钢不锈钢丹东公司成功轧制汽车排气筒专用不锈钢 SUH409L、441，外观及力学性能

满足用户使用需求，达到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具备批量供货能力。SUH409L 和 441 不锈钢属于高端

不锈钢产品，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和抗高温性，可用于高效率的发动机及排气系统，并减少排气系

统的厚度，同时能满足延长汽车使用寿命和汽车轻量化要求，并可作为可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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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赛迪助力永洋特钢打造一流优特钢生产线 

近日，中冶赛迪与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优特钢中棒&扁钢生产线的工程设计与设备

成套供货合同。 

永洋特钢退城搬迁/装备升级项目中棒&扁钢生产线是永洋特钢工业园区的重大工程与重点项

目，项目设计年产量 60 万吨，产品主要包括 Φ36mm～Φ130mm 的优特钢中棒和 8mm×50mm～

100mm×200mm 的优质扁钢，生产的钢种主要有合金结构钢、优质碳素结构钢、齿轮钢、轴承钢、弹

簧钢、冷镦与冷挤压钢、非调质钢、工程机械用钢、货叉扁钢及弹簧扁钢等。该生产线由中冶赛迪

承担整个项目的工程设计及技术总负责，并承担全线机电液设备成套供货。 

“一带一路”新峰埃及钢铁项目在武安签约 

11月 4 日上午，武安新峰公司与成都建材院的“一带一路”新峰埃及钢铁项目在武安市举行签

约仪式。武安市委书记刘浩峰出席签约仪式。中建材成都建筑材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焦烽、

建行邯郸分行行长索理、武安新峰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海奎出席仪式。发改、

商务、科工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武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国群主持签约仪式。该项目总

投资 2.9753亿美元，位于埃及苏伊士经济特区苏哈纳工业园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利于

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出口。主要建设一座生产优质钢材的电炉短流程炼钢厂，包括 1 个炼钢车间和 1

个热轧卷板车间。同时配套建设 1 个废钢料场，以及供配电、给排水、燃气、热力、除尘等共辅设

施。设计年产粗钢 204 万吨、热轧带钢 200万吨。 

徐州贾汪区成立不锈钢产业基地 

  10月 27日，2021 年徐州市贾汪区金秋投资洽谈会开幕，现场签约 42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

达 415亿元，其中投资额超 50亿元招商引资“1号工程”项目达 6个。投洽会现场，徐州不锈钢产

业基地正式揭牌。近年来，贾汪区以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与绿色建材、现代

物流等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产业发展迈入更高阶段，包括以德龙不锈钢为龙头的 400

亿元产值新材料绿色建材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同时，100亿元产值的临港加工、物流产业也进入到

加速发展阶段。 

印度延长对中国无缝钢管征收的反倾销税期限 

印度政府已将对中国原产或出口的无缝钢管征收的最终反倾销税延长五年，从 10 月 28 日起生

效。这是继贸易救济总署（DGTR）在 2月启动的日落复审调查的最终结论中提出建议后采取的举措。

最新的反倾销税将根据到岸价确定，为到岸价与税务部门规定的金额（从 961.33美元/吨到 1610.67

美元/吨不等）之间的差额。该部门规定，在进口时，必须以和美元相等的卢比支付关税。 

 

宏观经济 

2021 年 10 月中国粗钢产量 7158 万吨，同比下降 23.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10月份，中国粗钢日均产量 230.9万吨，环比下降 6.1%，为 2018

年以来的日产最低；生铁日均产量 203.3万吨，环比下降 6.4%；钢材日均产量 328.2万吨，环比下

降 3.4%。 

10 月份，中国粗钢产量 7158 万吨，同比下降 23.3%；生铁产量 6303 万吨，同比下降 19.4%；

钢材产量 10174万吨，同比下降 14.9%；焦炭产量 3599万吨，同比下降 11.3％。 

1-10月份，中国粗钢产量 87705万吨，同比下降 0.7％；生铁产量 73407 万吨，同比下降 3.2％，

钢材产量 112235万吨，同比增长 2.8％，焦炭产量 39410万吨，同比增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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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中国出口钢材 449.7 万吨，同比增长 11.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 10月中国出口钢材 449.7万吨，较上月减少 42.3万吨，环比下降

8.6％，同比增长 11.3%，出口平均价为 1528.4 美元/吨；1-10 月中国累计出口钢材 5751.8 万吨，

同比增长 29.5%。 

10 月中国进口钢材 112.7 万吨，较上月减少 12.9 万吨，环比下降 10.3％，同比下降 41.6%，

进口平均价为 1458.2美元/吨，较出口平均价减少 70.2美元/吨；1-10月中国累计进口钢材 1184.3

万吨，同比下降 30.3%。 

10月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160.6万吨，较上月减少 400.5万吨，同比下降 14.2%，进口平

均价为 137.1 美元/吨；1-10 月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3348.4 万吨，同比下降 4.2%，进口

平均价为 175.9美元/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