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有色金属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有色标委[2017]29号 
 

关于申报 2018年有色金属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英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13 号），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加强有色金属国际标准化工作，充

分发挥标准化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作用，推动我国有色金

属标准“走出去”，按照《国家标准委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

的公告》（2016 年第 5 号）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关于开展申报行业标

准外文版项目的通知》（工科函[2017]563 号）的有关要求，现决定申报 2018

年有色金属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英文版翻译计划，所有申报项目将在 2017

年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年会（会议通知见有色标委[2017]32 号）上进行论证。

为有效做好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项目编制依据和重点 

（一）《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中提出的标准项目； 

（二）涉及《中国制造“2025”》等重点产业政策，且国际贸易活动频

繁、影响广泛的标准项目； 

（三）2018 年度有色金属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翻译计划秘书处推荐

项目（见附件 1）。 

二、 报送项目计划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一）本次编制的项目为 2018 年度开始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英文版

翻译计划。项目类型既包含对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提出的翻译项目，也



包含对在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计划项目提出的翻译项目。相关单位可根据

具体情况提出秘书处推荐项目（见附件 1）以外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翻译

计划项目。 

（二）申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英文版翻译计划需提供以下资料： 

——标准外文版项目建议书：申报国家标准项目要求填写《国家标准外

文版项目建议书》（见附件 2），申报行业标准项目要求填写《行业标准外文

版项目立项建议书》（见附件 3）。建议书填写过程中，尤其要重点描述、精

准分析与论证国内外需求情况。包含多个部分的系列标准，应按每个部分分

别填写“建议书”； 

——时间：请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将填好的纸质项目建议书（一式

两份）寄至有色金属标委会秘书处，同时将项目建议书（WORD 版）、翻译

单位及翻译人信息（见附件 4）的电子版本发至有色金属标委会秘书处 Email

（邮件主题请注明“有色标准英文版翻译计划”）。 

（三）外文版项目建议书可在有色标准信息网（www.cnsmq.com）“资

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三、 联系方式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电话：010-62549233，Email：

cnsm88@163.com。 

 

附件 1：2018 年度有色金属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翻译计划秘书处推

荐项目 

附件 2：国家标准外文版项目建议书 

附件 3：行业标准外文版项目立项建议书 

附件 4：翻译单位及翻译人信息表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抄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部

http://www.cnsmq.com/
mailto:cnsm88@163.com


附件 1：  2018年度有色金属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翻译计划推荐项目 

序号 标准/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翻译单位 

全国有色轻金属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C1）推荐项目 

1.  
GB/T 3190-201X 

（20161866-T-61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待定 

2.  GB/T 3198-2010 铝及铝合金箔 待定 

3.  
GB/T 8013.1-201X 

（20140951-T-610）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与有机

聚合物膜 第 1部分:阳极氧化

膜 

待定 

4.  
GB/T 8013.2-201X 

（20142691-T-610）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与有机

聚合物膜 第 2部分:阳极氧化

复合膜 

待定 

5.  
GB/T 8013.3-201X 

（20142692-T-610）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与有机

聚合物膜 第 3部分:有机聚合

物喷涂膜 

待定 

6.  GB/T 22641-2008 船用铝合金板材 待定 

7.  GB/T 27677-2017 铝中间合金 待定 

8.  GB/T 33824-2017 
新能源动力电池壳及盖用铝及

铝合金板、带材 
待定 

9.  
YS/T 7-201X 

（2017-0207T-YS） 
铝电解多功能机组 待定 

10.  
YS/T 275 

（2016-0296T-YS） 
高纯铝锭 待定 

11.  YS/T 285-2012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 待定 

12.  YS/T 623-2012 铝电解用石墨质阴极炭块 待定 

13.  
YS/T 665-201X 

（2016-0332T-YS） 
重熔用精铝锭 待定 

14.  
YS/T 699-201X 

（2017-0208T-YS） 
铝电解用石墨化阴极炭块 待定 

15.  
YS/T 730-201X 

（2016-0299T-YS） 
建筑用铝合金木纹型材 待定 

全国有色重金属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C2）推荐项目 

16.  GB/T 467-2010 阴极铜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GB/T 3952-2016 电工用铜线坯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GB/T 17791-2017 
空调与制冷设备用铜及铜合金

无缝管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9.  GB/T 30015-2013 接触网用青铜棒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20.  GB/T 30016-2013 接触网用青铜板带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21.  20152288-T-610 端子连接器用铜及铜合金带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22.  YS/T 998-2014 Al2O3弥散强化铜棒材和线材 苏州金江铜业有限公司 

23.  YS/T 1097-2016 电极材料用铬、锆青铜线材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序号 标准/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翻译单位 

公司 

24.  YS/T 1100-2016 圆珠笔芯用易切削锌白铜线材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全国有色稀有金属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C3）推荐项目 

25.  GB/T 4369-2015 锂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GB/T 8766-2013 单水氢氧化锂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YS/T 261-2011 锂辉石精矿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YS/T 582-2013 电池级碳酸锂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有色粉末冶金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C4）推荐项目 

29.  YS/T 677-2016 锰酸锂 
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

限公司 

30.  YS/T 798-2012 镍钴锰酸锂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31.  YS/T 1125-2016 镍钴铝酸锂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全国有色贵金属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SC5）推荐项目 

32.  GB/T 1419-2015 海绵铂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有色

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33.  GB/T 1420-2015 海绵钯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有色

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34.  GB/T 8750-2014 半导体器件键合金丝 

北京达博有色金属焊料有限

责任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 

35.  GB/T 26021-2010 金条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http://ne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160591&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GB/T%2026021-2010'


附件 2： 

国家标准外文版项目建议书 

拟翻译国家标准名称 

（中文） 

 

国家标准编号 

（计划编号） 

 

拟翻译语种 

 

技术委员会（TC） 

或标准归口部门 

 

TC 号 

 

翻译单位 
 

完成周期（月） 
 

国内外需求情况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附件 3： 

行业标准外文版项目立项建议书 

行业标准名称 
（中文）  

行业标准名称 

（外文） 

 

行业标准编号或 
在研标准计划号  拟翻译语种 

 

标准化技术组织  TC 号 

 

标准外文版项目 
承担单位  所属行业 

 

项目类型 （1）中文/外文标准同步研制          （2）翻译已有标准 

起止时间 
 

国内外需求情况 
简要说明 

 

项目承担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标准外文版项目 
承担单位 

（盖公章） 
 
     月   日 

标准化 
技术组织 

（盖公章） 
 
     月   日 

部委托机构 
（盖公章） 
 
     月   日 

 

注：部委托机构为负责相关行业标准化工作的行业协会（联合会）、集团公司、标准化归口单位等。 



附件 4：  

标准外文版项目建议书附加信息： 

 

附表 1   翻译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表 2  翻译人信息 

序号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