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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短信回放
德中友好协会主席络丁·拉默—拉特及理查德·拉默博士（联邦德国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局长）等一行3人
于8月3—8日访问了淄博。此次来访是络丁·拉默—拉特主席对我市的首次访问，主要目的是了解淄博，寻求
德国公司于淄博中小企业合作的可能性，为9月初在德国举办的淄博市宣传活动做前期准备。同时，探讨德国

·EPS市场基本面维持稳定，上游市场持续
盘整为主。缺乏明确消息指...
·大商所PVC主力1101小幅高开，开盘

Chemnitz市与淄博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可能性。

7840，日内小幅震荡，最终收于7...

8月7日，络丁·拉默—拉特主席一行参观考察了山东卓创资讯有限公司。淄博市商务局傅军副局长、临淄
区副区长齐昌成、临淄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张志信局长、侯宗坤副局长等陪同调研。

·今国内PVC厂家涨幅明显市场报价跟高，
货源不多商家炒作高报控制...
·成本推动国内PVC厂家报价继续拉涨，华
东PVC市场紧跟其后，有商家...
·PP粉小结：尽管油价出现了反弹，但对
参与者心态的提振显得微乎其...
·临沂低压桶料市场交投一般：白色大桶
一级造粒8000-8200。蓝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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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原油简评：库存高企且担心美国复苏迟
·油价早报：国际原油期货下跌
·原油每日简评：标准普尔指数提振油价
·油价早报：国际原油期货跌后反弹
·原油每日简评：消费信心下降，纽约
·油价早报：国际原油期货连跌四天
·原油每日简评：担心供应过剩，欧美原
·油价早报：国际原油期货继续下跌

络丁·拉默—拉特主席认真听取了卓创资讯企业成长、发展现状、主营业务以及公司远景发展目标的工作
汇报。对卓创资讯的各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Weekly & Monthly Report
·Weekly Report of PS Market (S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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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创资讯数据中心—新版价格库正式上线

Page 2 of 2

[2010-8-23]

·德中友好协会主席络丁•拉默—拉特一行参观考察卓创资讯 [2010-8-9]
·国内知名财经杂志《商界》报道卓创资讯

[2010-8-5]

·新服务 新起点 手机卓创网正式推出

[2010-8-2]

·卓创资讯完成旗下全部产品网站的升级改版

[2010-7-1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秘书长宋来宗一行到卓创资讯参观… [2010-7-2]
·卓创资讯荣获“化工原料供应商会议”特别贡献奖

[2010-6-29]

·橡胶市场风向标--2010年中国橡胶市场研讨会圆满结束

[2010-6-2]

·卓创资讯获得AAA企业信用等级认证

[2010-5-4]

·2009燃气企业群英榜年度评选活动圆满结束

[2010-3-16]

节能减排重中之重,
电...

“金九银十”难如
愿,...

货源不足 ABS市场屡
次...

塑料网
塑料网服务热线:
务热线:0533-6296499 传真:0533-6090969 邮箱: Plas@chem99.com
国家财政部重点扶持项目

国家首批信息服务业认定企业

Copyright © 2004-2010 CHEM99.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金九银十下的塑料包
装...
关于我们 | 客户服务 | 广告服务 | 人才招聘 | 联系我们 | 汇款方式 | 法律声明 | 友情链接

国家信用等级评价AAA
AAA级信用企业
AAA

版权所有 卓创资讯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鲁B2-20050017号

http://plas.chem99.com/news/838592.html

22.09.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