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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古筝 实习生 李席瑶

逐步进入“战国时代的”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竞争和竞合的关键点会发生在哪里？涉农期货品种不
断增加，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又将如何在国际市场争夺大宗农产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9月9日至9月10日，2016年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球期货及衍
生品行业、实体企业将在中原腹地同唱一台大戏。论坛上，不仅有中美两国期货发源地——郑州和芝
加哥将首次聚首，相议未来发展新方向，更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及其
他顶尖经济、期货专家，为期货、现货走势把脉献智，窥探市场发展的“未来”。

中美期货两强聚首 诺贝尔奖得主建言献策

首届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开幕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市
场关注的“新能源汽车骗补”一
事有了最新消息。财政部8日
曝光了苏州吉姆西客车制造有
限公司等5家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意图骗补国家财政补贴超
10亿元，个别企业已被取消整
车生产资质。

当天，财政部对外通报了年
初对90多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的专项检查结果，共涉及
2013年至2015年已获得和已
申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
源汽车40.1万辆，抽查13.3万
辆已销售的新能源汽车运营状
态。据介绍，5家曝光企业中，
恶意骗补情节最严重的是苏州
吉姆西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该

公司主要通过编造虚假材料采
购、车辆生产销售等原始凭证和
记录，上传虚假合格证，违规办
理机动车行驶证的方式，虚构新
能源汽车生产销售业务，虚假申
报 2015 年销售新能源汽车
1131辆，涉及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26156万元。

目前，财政部已取消该企业
申报中央财政补贴资格，2015
年生产的全部车辆中央财政不
予补助，追回2015年度预拨的
全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同时，
由工信部取消其整车生产资质。

其余被曝光的4家企业分
别是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
有限公司、深圳市五洲龙汽车有
限公司、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涉及部分车辆未完
工就提前办理机动车行驶证，多
申报财政补助资金，涉及金额从
5亿多元到5000多万元不等。
目前，这4家企业也被追回中央
财政补助预拨资金，依规按问题
金额50%处以罚款，并从2016
年起取消中央财政补贴资格。

我国是较早启动新能源汽
车财政补贴政策的国家之一。
自2009年至2015年底，中央财
政已累计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安排补助资金334.35亿元。
截至2015年底，新能源汽车累
计生产49.7万辆，我国已成为
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大的
国家。

5家新能源车企意图骗补超10亿元
被曝光的车企包括金龙汽车和少林客车

中国第一部规范化的粮食
现货交易规则，第一部商品期货
交易规则……作为新中国期货
的发源地郑州，让中国农产品告
别“提篮小卖”，跨进期货时代。
如今随着自贸区的落地，河南乃
至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将更为
国际和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争
夺国际市场价格“话语权”和“定
价权”，显然对郑州有着重要的
意义。

可喜的是，同一纬度下，远
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芝加哥，凭借
期货平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故事”，正是郑州的宝贵参考。
郑州、芝加哥；郑商所、芝商所，
有着共同的使命，同为本国期货
发源地，同是靠农产品期货起
家，有着太多相似。豪华阵容参
会的芝商所，将为郑州这位“小
兄弟”，带来其160多年将期货
做大做强的经验与道路，更将在
共同合作学习的道路上，与郑州
一起探讨郑州期货市场的未来
走向，以及弯道超车获取国际

“话语权”的方式与捷径。

在当今的经济市场发展中，
期货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价格发
现、风险对冲等功能，早已成为
相关行业的定海神针。中国有
色工业协会副会长尚福山坦言，
没有期货市场，有色金属行业甚
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运作。而郑
州作为新中国期货发源地，更已
成中国期货与现货市场发展壮
大的中坚力量。

也正因此，本次由郑州市人

民政府、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
郑商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
团（下称芝商所）联合主办的首
届国际期货论坛，自消息放出
后，立刻吸引了外界的强烈关
注。

记者从组委会方面了解到，
此次参与论坛者，不仅有来自国
家相关部委、相关行业协会以及
中粮屯河、路易达孚、雅韦安糖
业、蒙牛乳业、中国中煤能源集

团、凯斯尔顿、中化国际、远大石
化等诸多知名企业的专业人士
来郑。更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迈伦·斯科
尔斯及其他国内外顶尖经济、期
货专家共聚论坛，用世界级的经
验智慧，带来利用期货点价稳定
货源、锁定成本的实操经验，以
及来自境外市场的期权套保真
实案例，为现货企业经营发展方
式的转型升级提供宝贵借鉴。

□记者 万军伟

“货主只需将自己的发货
需求通过‘拉货宝’发布，立即
会有相应的货车司机匹配，通
过集中竞价后即可成功交易，
实现线上发货，同时还能提供
保险、油料、etc和金融等增值
服务，堪称升级版的货车‘滴
滴’。”昨日，国内知名物流电
商平台“拉货宝”宣布进入河
南，河南金汇集团董事局总裁
尚学岭对“拉货宝”打了个形
象的比喻。

当日，河南金汇集团与四
川省宏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携手，共同成立河南金汇拉货
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互联网＋物流”的新模式，致
力于中原物流运输业的发
展。据了解，拉货宝是一个为
车主提供货源、为货主提供车
源，并同时提供全过程物流管

理服务的“线上物流服务商”，
以“为货主省钱，为车主增效”
为愿景，专注中国车货匹配市
场，打造低价、高效、安全的

“互联网+物流”的O2O电子
商务平台，去除中间环节，提
升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四川省宏图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庭治宏表示，拉
货宝彻底颠覆了传统物流供
需匹配平台靠差价盈利的模
式，金汇拉货宝将以实体企业
提升综合效益为着力点，以结
构调整、技术创新为路径，降
低物流成本，实现物流业与制
造业的深度融合。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
教授刘大成说，在互联网+物
流的背景下，“拉货宝”的最大
价值是能够采集到大数据，瞬
时高效实现信息匹配，提高物
流效率，从而改变传统物流业
态。

□记者 王悦生

本报讯 金融从业人员以
往找业务几乎要用尽“洪荒之
力”：挂条幅宣传、站街给过往
车辆发名片、朋友圈刷屏求转
发。今后，只需利用一个微信
平台，就可以轻松找到业务
了。昨天，河南金融市场又多
了一个“互联网+”服务平台

“金融链”，它将为河南及全国
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机构搭
建一个业务合作新平台。

金融链的创始人杨志越
介绍，“金融链”的出现就是为

了将大家的需求引流到优质
的互联网平台上，让更多的金
融从业人员在一个安全、有效
的平台上更加便利快捷地进
行业务合作。“金融链”的功能
定位是金融从业人员的必备
神器，是金融从业人员一站式
展业服务平台，并且为金融机
构提供全新的互联网展业解
决方案。

据介绍，与其他传统的金
融服务平台不同，“金融链”坚
持“不集资，不担保，不放贷”
的三不原则。金融链的微信
公众号是“jinronglian360”。

新华社北京 9月 8日电
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9%，录得今年以来单月外贸
最好成绩。专家表示，我国4
季度出口压力将有望减缓，但
全年外贸回稳向好仍需攻坚
克难。

海关数据显示，8月份我
国 出 口 1.27 万 亿 元 ，增 长
5.9%；进口 9250 亿元，增长
10.8%。

据海关数据，今年前8个
月，进出口总值15.37万亿元
人民币，下降1.8%。其中，出
口8.84万亿元，下降1%；进口
6.53万亿元，下降2.9%。

新华社旧金山电 美国
苹果公司7日在旧金山举
行的新品发布会上推出苹
果 手 机 iPhone7 和
iPhone7 Plus以及第二代
苹果手表。

iPhone7 系列的发布
延续了苹果公司每两年对
智能手机更新换代的传
统。新款手机首次增加防
水、防尘设计，并取消耳机
插孔，改用充电接口与附带
新款耳机连接。用户也可
以通过适配器将现有老款
耳机接入苹果新款手机。
苹果公司表示，取消耳机插
孔是为了给内部设计腾出
更多空间。

总体而言，4.7英寸显
示屏iPhone7和5.5英寸显
示屏iPhone7 Plus的外观
设计与上一代 iPhone6系
列相似，但在技术性能指标
上有所提升，包括采用运行
速度更快的苹果A10处理
器、改进照相系统、增强图
像处理功能等。另外，
iPhone7 Plus引入广角镜
头加远摄镜头的后置双镜
头设计，两种镜头在使用中
可转换。

第二代苹果手表除了
运行速度更快、屏幕亮度提
高等改进之外，还新增水下
50米防水功能，内置全球
定位系统GPS功能。

iPhone7来了！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8日
从中国保监会获悉，保监会近
日发布《关于保险资金参与沪
港通试点的监管口径》，这也
标志着保险资金可参与沪港
通试点业务。

保监会表示，此次允许保
险资金参与沪港通试点，进一
步增加了保险资金参与香港

股票市场的投资方式，一是有
利于保险机构更为灵活地选
择投资标的，缓解资产配置压
力，二是有利于保险机构借助
境内和境外两个市场，优化资
产配置结构，防范和化解投资
风险；三是有利于保险机构提
升投资收益，服务保险主业发
展。

诺贝尔奖得主“带队”顶尖智库企业齐聚

中美期货发源地碰撞
“东方芝加哥”
探寻定价之路

“拉货宝”入豫
货车版“滴滴”来了

金融从业人员
用它找业务更方便
河南又多了一个“互联网+”平台

保险资金可参与沪港通

我国8月份进出口数据好转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介绍新一代苹果手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