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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电线电缆行业在赢得“全球第一”之后，却因蜂拥而上深陷“红海”的产能严重过剩之中。
不足四成的产能开工率还不到欧美同期一半，连续萎靡的亏损包袱成为不少上市公司不能承受之重，欲剥离减负。
河南线缆行业亦受困其中，曾被视为省内线缆业新锐力量的华泰特缆受困资金梗阻、减产泥潭、联保失效多重冲击，正失去“明日之星”的光环，

就连已经驰骋资本市场的通达股份也不得不面对“双降”的尴尬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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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批发市场的黄金时代
成就了很多财富传奇，在民众意
识里，居城中，占要道，地段优势
才会凸显，商业价值才会最大
化。但随着城市代谢速度的加
快和电子商务的洗礼，专业批发

“占中获利”的时代逐渐远去，这
是时代的趋势，不论有多大利益
诱惑，这场革命终将爆发。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商户
来说，跳出中心城区的框框，看
准市场的发展潜力，选一个现
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一代
专业市场才是攸关前途的长久
之计。

纵观一二线城市诸如北
京、武汉的发展历程，不难发
现，专业批发市场一搬再搬，越
搬越远离中心城区，已经成为
专业批发市场的成长模式了。

随着城市扩展速度的加快，离
城区越远，面临二次搬迁的几
率就越小，而且，远离中心城区
可避免二级采购商进城采购的
交通成本，利于物流通达市地，
对于批发业态来说，利大于弊。

“无论从交通、硬件和软件
商，很多新市场的优势已经完
胜老市场。”多位业内人士说。
以郑州最大规模的新市场华南
城为例，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
现，作为新一代综合商贸物流
平台，华南城整合了大中原地
区小商品、五金机电、建材、汽
摩配件、副食品、服装服饰、古
玩艺术品、家居家饰、旅游文
化、奥特莱斯等多品种的上下
游全产业链，再加上电商平台，
无疑，有望成为郑州批发市场
的新风口。（N）

当火灾隐患频显的老市场遇到新市场的“互联网+”风口，华南城等新市场迎来迁入季

郑州批发市场迎新一轮外迁潮
□本报记者 万军伟

一场大火 拷问批发市场安全隐患

3月22日下午，郑州航母城
电动车市场突起大火，现场浓烟
滚滚，虽然没有太大人员伤亡，
但紧邻火源的几间商铺损失惨
重。

面对郑州航母城电动车市
场的火灾，据现场围观者称，这
已经第N次起火了，周边市民都
已“见怪不怪”。

不仅郑州，全国范围内，由
批发市场火灾引发的商户财产
损失甚至危及生命者，屡屡见诸

报道。抛开过往不论，仅2015
年1月份，全国范围接连发生的
旧市场火灾事件，每次事故都付
出了财力、物力、人力甚至是生
命的代价。

今年1月2日，位于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古头道街
的陶瓷大市场的三层仓库起火，
持续了9个多小时的大火导致
仓库所在的居民楼倒塌，将多名
消防战士压在里面；1月7日，大
连西岗区旧货市场刚发生过火

灾，1月8日上午9时57分左右，
大连百年城又着火；1月29日，
北京百荣小商品专业市场7层
仓库起火……

一场场毫无预兆、无情的大
火，把许多商户的心血毁于一
旦，十几年的心血瞬间化成灰
烬，尤其是哈尔滨的1·2火灾事
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沉重哀痛，
旧市场安全隐患已成为困扰商
户和市民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次催逼 郑州市场外迁“加速度”

老批发市场的一次次火灾，
引起了各大批发市场及经营商
户的反思，在郑州市市区内的各
类批发市场中，火灾隐患已经成
为制约发展的重大因素。

“怎样才能杜绝这种财产、
生命损失事件再次发生？如今
郑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市场外
迁是有效手段。”郑州市一位批
发市场资深人士说。

郑州市从2012年起开始实

施中心城区专业批发市场外迁
计划。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完善，
消防安全过硬，电商、仓储物流
信息化的新型市场，承接中心城
区旧市场集体外迁，不但是对城
市功能布局的优化升级，更能避
免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火灾隐患给
市民和商户带来的困扰和损失。

然而，对于商户而言，割舍
一个老市场并不容易。中心城
区、成熟专业市场以及巨大利益

等诱惑，令商家难割难舍，因此
大量商户依然留驻。

“其实，老市场的种种经营
瓶颈和市场局限，以及一次又一
次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火灾教训，
已经向民众传达了一个中心城
区专业市场老化的信号，警觉性
较高的商户早已搬迁。”郑州市
一位市场观察人士表示，“每一
次火灾，都会催逼一批商户加速
搬离老市场。”

一次机遇“小马哥”访豫打开“互联网+”风口

3月23日，腾讯公司董事会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访问
河南。当日，河南省政府与腾讯

公司就“互联网+”达成全方位、
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这则新闻，
登上了郑州各大媒体头条。

大势之下，批发市场的“互
联网+”，备受郑州流通业关
注。

一场反思 老市场PK新市场谁更有“钱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能严
重过剩和竞争极为激烈的情况
下，离场者不断出现，仅2014
年1月至7月就有40多户企业
被淘汰，其中也有豫企身影。

在如此窘境之下，河南线
缆行业的未来及出路何在？省
内业界人士的声音并不一致。
有观点认为，作为国民经济神
经和血脉的电线电缆行业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中国电缆行业发展空间巨
大，无论是城市轨道交通还是汽
车业，电缆行业都能分一杯羹。

但是更多人士表达了担
忧，称多年来中国本土电线电
缆行业，中低端市场竞争激烈，
高端市场几乎完全失守，被国
外独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牢
牢占据，另外，河南电线电缆企
业大多是私营企业，由于起步
晚，原始积累时间短，资本有
限，在可预见的并购重组潮中，
并无太多优势可言，亟待抓住

“技术换市场”的契机进行破局。
对此，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表达了相

同观点，称我国线缆行业产能
虽然高居世界第一，但高端产
品需求远远不能满足，2013年
我国进口高端电缆产品达61
亿美元，未来将是“拥技术者得
天下”。

但冲高的转型之路并不坦
荡，曾被视为省内线缆业“新
锐”力量的河南华泰特种电缆
就是最好的佐证。

据了解，华泰特缆是我国
特种电缆的新生力量，在其成
立后3年内销售额就已突破10
亿元，不仅拥有国家级实验室，
还组建了海外营销网络，把其
特缆产品出口至南美洲、欧洲
和澳洲等多个海外市场，更成
为了2014年大河品牌实验室
导入的首批样本品牌，令业界
惊叹。

但令人遗憾的是，华泰特
缆这一河南线缆业的“明日之
星”却没有走出一条坦途样本，
相反，却因“融资难”、“回款难”
等问题，遭遇资金梗阻、减产泥
潭、联保失效的多重冲击，走出
了“样本”的另一面。

线缆业产能过剩待“瘦身”升级
如何突围迫在眉睫，“以技术换市场”成为豫企走出红海的有效路径，但并非坦途

□本报记者 李世顶

低端产能过剩 亏损重压线缆业

早于2011年以产值规模超
万亿、一举将美国挤至第二位的
中国线缆行业，陷入了“大而不
强”的行业怪圈中，并仅限于资
本市场。

3月23日，普天电缆发布公
告称已加入亏损阵营。根据该
公司年报，截至 2014 年 12 月
底，普天电缆营销收入9.45亿

元，年度亏损2950万元人民币，
每股亏损7分。

稍早时候，上海电气甚至打
出了“剥离”牌，将持续亏损的上
海电缆厂以1.47亿元的价格出
让100%的股权。

资料显示，上海电缆厂持续
亏损。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3.86亿元，净利润-2059
万元；而公司2012年、2013年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2116 万 元
和-1755 万元。截至 2014 年
末，该公司资产总计4.01亿元，
负债总计2.95亿元，所有者权益
1.06亿元。

无独有偶，中科英华为降亏
止损，选择性关停了其在河南的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的部分电线
电缆产品生产线。

同样，河南的通达股份亦不
能独善其身。在其2月27日公
告的业绩预报中称，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7.99亿元，同比下降
17.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599万元，同比
下降22.69%。

对于“双降”态势，通达股份
表示，主要原因为受国内国际经

济形势及电线电缆行业市场竞
争加剧等因素影响，母公司产品
订单及利润率均出现下滑所致。

对此，业内人士深以为然，
并表示，由于行业门槛低、低水
平重复建设严重，电线电缆行业
产能膨胀，过剩严重，现有产能远
大于产量。整体而言，国内的企
业设备平均利用率仅在30%～
40%，远远低于先进国家设备利
用率70%以上的水平。

更让业界担忧的是，目前我
国电线电缆行业平均投入研发
经费不足销售额的1%，国内电
缆企业90%以上的产能集中在
低端产品，产品质量屡次受到质
疑。

据《2014中国电线电缆市
场质量白皮书》披露，在 2014
年，国内三大权威部门和主流媒
体共通报、报道了712个出现质
量问题的线缆产品，产品来自
519家生产企业(不含无工商注
册信息的企业)，其中河南为重
灾区，被通报和报道的企业最
多，共有 69家，占企业总数的
13.29%，江苏和上海位居第二、
第三位。

高端产品不足 呼唤“技术换市场”

“其实，早在2014年初，华
南城集团就引入腾讯作为策略
股东；同年9月16日，华南城
1.75亿元入股马可波罗网；随
后，腾讯又斥资8亿港币增持
华南城股份。华南城集团正在
联手腾讯、马可波罗网，并以

‘华南城网’为平台，展开线上
线下一体化合作，打造中小企
业O2O生态产业链。”对此，郑
州华南城一位负责人说。

在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一
位资深互联网人士看来，毫无
疑问，随着腾讯为代表的大佬
们与河南展开深度合作，注重
互联网、注重电子商务系统构
建的新批发市场，优势将越来
越明显。这些新市场的商户们
将弯道超车，获得新的发展机
遇，创造专业市场的另一个黄
金时代。

线缆有着广泛用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