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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黑色系期货的过
山车式行情,3月11日上海期
货交易表示要调整螺纹钢品种
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自2016
年3月15日起，恢复收取螺纹
钢品种当日平今仓交易手续
费”。但是这招为市场降温的
交易规则似乎并没有让投资者
望而却步,不知不觉中大宗商品
市场又迎来一波无论持续时间
还是上涨高度都远超预期的反
弹行情，螺纹钢表现尤其抢眼。

期货市场上,螺纹钢主力
合约21日收盘后，上涨1.32%，
报2147元/吨，成交1551万手，

创天量成交,粗略计算一下，按
螺纹钢1手合约价值为21470
元，对应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
元,俨然可以和当天沪市的交易
额（3808亿元）相提并论。

盘面上显示,21日螺纹钢
主力合约平开后发力,上午11
时左右一度冲击涨停板，随后
有 所 回 落 ，最 后 收 盘 上 涨
1.32%，报收于2147元/吨,而
盘中高点2210元/吨,也创出近
来主力合约的新高。

盘后交易数据显示,当天
螺纹钢主力合约交投情况十分
活跃,持仓量为271.59万手，成

交量为1551.96万手，区区一个
品种的一个合约，在T+0的制
度下，一天时间完成超过3100
亿元的成交额，还是史无前例,
螺纹钢俨然成了“小期指”,而这
背后是天量资金的博弈。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股指
期货限仓，市场上大批资金转
战大宗商品,而螺纹钢期货流动
性强，合约价值低，十分受投资
者的青睐。从操作手法上看,单
品种一个合约一天内达到1500
万的逆天成交量,跟股票坐庄手
法十分相似,这时候市场走势
更多看背后的资金博弈。

天量成交
再度癫狂钢市

数据显示，3月上旬重点钢
企粗钢日产估算值为163.58万
吨，环比减2.52%；全国估算值
为 207.61 万 吨 ，环 比 减
1.80%。于是,不禁有人要问,
各大钢厂为何不趁着此波行情
开足马力大赚一笔,怎么产量
却下降了?

事实上,此次暴涨的大宗商
品不只是钢材,钢材价格的暴涨
也带动了铁矿石、焦炭、废钢等
钢铁原料价格的上涨，钢厂的生
产成本提高的幅度，显然是要大
于成材价格的提高。如此一

来,其生产利润其实并未改观,
所以生产动力自然不强,整体
产量下降也就可以理解。

“此波钢价癫狂是不理智
的,有资金炒作的原因,市场大
的供需面并没有改变,所以价
格震荡后一定会有所回落。”省
内一家大型钢企的相关负责人
张先生指出,价格的疯涨可能
使一些原本打算限产、停产的
生产线恢复生产,这将对后市
造成不利,也对整个行业产能
结构调整不利,对钢企而言,贸
然提高产量也会对钢厂本身就

紧张的现金流造成压力,造成
风险。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指
出,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
需求明显减弱，同时，国内市场
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逐步
走出“黄金成长期”，与之紧密
相关的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
能过剩情况加剧。所以,钢材
市场供需失衡的格局决定了钢
材价格缺乏明显上涨的条件。
钢厂、钢贸商都应理智应对钢
价的暴涨暴跌,不要盲目追涨
杀跌助涨市场震荡波动。

随着期货市场的强势飙高,
现货市场也从上次的暴涨暴跌
中恢复再次回暖,但是相较上次
在钢材交易中出现的追涨、惜
售,这次要显得淡定得多。

近日,河钢4月份板材指
导价格出台，多数品种上涨
400元以上，现货市场再度拉
升情绪被点燃,宝钢、武钢等厂
家也全面上调 4月份价格政
策。从上周三开始，钢坯价格
开始走强，周三至周五累计上
涨160元，主要地区螺纹钢成
交逐渐上量，一线城市报价快
速抬升；板材市场也是全面拉
涨，其中仍以中厚板的涨幅最

为明显。
但是这波涨价，建材、板材

等大品种并未积极跟涨，甚至
还有区域价格出现下跌，这使
得此轮涨价与第一次相比逊色
很多。

从周波幅来看，除北京地
区建材、郑州地区热轧卷板、西
安地区冷轧卷板、邯郸地区中
厚板价格周涨幅出现上涨以
外，其余城市各品种价格周波
幅均以下跌为主。

“做工程、做配送资金回笼
太慢了,做现货利润不高,今年
将依然保持较低的订货量,行
业压力还是不小,现金为王才

能保障公司的流动性,不过今
年机会应该多于去年，至少不
像去年的单边下跌行情。”郑州
一家钢贸商对记者表示。

业内专家指出,两会结束，
整体信号逐渐明朗，无论是货
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均相对宽
松。另外,1~2月份,一、二线
城市房地产出现销售火爆现
象,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9052亿元,同
比名义增长3.0%,房地产开发
企业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面
积同比都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这些都暗示着钢材下游市场需
求中长期将持续向好。

大宗商品市场又迎来一波远超预期的反弹行情，
其中螺纹钢表现尤其抢眼

针对互联网＋产业园风
潮，中国产业集聚区研究专家
杨建国呼吁市场保持理性态
度。他认为跟风发展，不会享
受市场机遇。挖掘互联网+的
红利需要创新发展。

“对于产业园区来说，切忌
为‘尝鲜’而不‘择食’，盲目跟
风，忽略了因地制宜和差异化
发展，虽然互联网+为产业园区
发展顺应了市场趋势不错。”

“目前不少产业园区上马
大数据纯粹是为追新而追新，
盲目跟风，互相攀比，忽略了
地方的发展实际，更甚至很多
地方规划了相关的产业园区
却连大数据是什么都没有搞
清楚，更妄谈如何招商、运营
和服务。”杨建国表示。

除了互联网+产业园建设
上的问题，事实上，在对互联
网+的理解上，也存在着误区。
郑州大学电子商务系主任赵亮
则认为，目前不少地方对互联
网+产业园，就是简单地认为在
网上卖东西，就像电子商务，在
淘宝、京东等平台上卖卖东西、
大家在网上买买东西。事实
上，电子商务更大的杠杆价值
是一个新动力，是通过电子商
务的牵引整合好资源，把过去
传统落后的方法进行改造，达
到节约成本、实时传递信息，从
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杨建国认为，产业才是互
联网+产业园的灵魂，真正意
义上的互联网+产业园首先应
该做好的就是找准产业，而盲
目地追求和建设互联网+产业
园，容易脱离实际，不可取。

对此，张苏丰认为，在互联
网+产业园的时代风口上，真正
能够享受互联网+红利的产业
园“一定是模式创新的园区”。

他表示，如果说传统产业
园走的是要素驱动的成长路
径，那么，互联网+产业园则走
的是创新驱动的路径。“传统
的区位优势资源不再是核心竞
争力的优势。”所以，各家互联
网+产业园一定要突出当地的
产业优势，创新产业互联网与
消费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真
正走出自己的独特的路子来。

3月22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后，张苏丰要赶到郑州航空
港区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主
题正是港区建设一个虚拟产
业园区，也正是在利用互联
网＋结合“双创”融合工作，实
现产业园区建设实现新发展
模式的尝试与探索。

据介绍，所谓虚拟产业园
是指依托于互联网的一个企
业集群或网商集群，以发展电
子商务、促进虚拟经济、实现
绿色环保产业发展为宗旨的
产业园。虚拟园区将为城市
创造没有土地资源消耗，没有
污染排放，没有交通拥堵等的
绿色GDP与财政收入，并为城
市整体降低GDP单位能耗、单
位排放提供支持。

“我们将在园区探索创新
改革，实现‘一纸多照’的创新
试点，即一个房产证本可以办
理若干个公司牌照。同时，还
在内部资源配置上盘活，实现
创新型创业模式的探索，真正
为创业者提供创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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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楠

3月23日，雀巢公司投资建设的现代化雀巢咖啡中心项目
在云南省普洱市正式落成。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薄凯和
亚洲、大洋洲、非洲区总裁龚万仁专程飞赴普洱，与当地政府、相
关行业负责人以及咖农和咖啡从业人员代表共同为中心揭幕。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雀巢公司已确认参加在郑州举办的第
十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届时，雀巢将首次携展位
亮相郑州，其最新研发成果及系列产品也将一并呈现。

雀巢作为以后150年历史的企业，此次在云南普洱成立占地
面积3万平方米的雀巢咖啡中心，也可见雀巢对中国市场的深
耕。据了解，该中心主要包括两大功能区，一部分为雀巢咖啡种
植培训中心和生咖啡豆检验室，为咖农、农学家和咖啡专业人士
提供交流和培训；另一部分为品质保证实验室与综合处理仓储
设施。随着当地咖啡豆产量的不断增长，该中心将为保障咖啡
豆采购提供产收加工设施，以及基于国际标准的优质采购和检
测基准。

雀巢将携产品及研发成果
登陆第十届投洽会

□本报记者 傅豪

螺纹钢天量成交创历史新高

期货飙升 现货市场再度回暖

钢价飞天 钢厂产量却下降了

（上接A02版）

浙江省浙商投资研究会
副秘书长、商丘颐科电商园总
经理沈小祥给记者介绍，该园
区的主要功能是落实“互联
网+”双创工程，做好大学生创
业、就业实训；集聚优质电商
资源，建立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构建电商化、智慧化现代
商贸模式；降低电商运营成
本，提供优质规范的电商服务
保障，推动区域专业市场的线
上线下共同发展，帮扶企业电
商生态链建设。目前，该园区
已招商入驻企业30家，达成意
向入驻企业80家。

“更多的互联网+产业园
是由传统的产业园转型而来
的。现在情况是，各地过多的
定位不准的产业园由于招商
困难，成了有园无实的空壳，
现在挂个互联网+产业园的牌

子，不是想蹭政策，就是想吸
引市场的眼球。”有产业集聚
区人士不客气地批评。

张苏丰认为：“市场不应
该理解互联网＋仅是可以挂
靠的名头，事实是，国家是把
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引
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新抓手，解决传统产业升级难
的问题，实现传统产业的转
型。同时，传统产业园建设过
剩，与互联网＋供给过少的结
合，也有解决二者发展不均衡
的需要”。

然而，从记者走访郑州周
边多家挂着互联网＋牌子的
产业园来看，传统产业园区的
经营模式依然没有变化。互
联网＋不过为钢筋水泥的楼
盘披上了一个更新的马甲。

模式创新才是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