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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十三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先行论坛

体育产业发展论坛 15 日登场
□本报记者 傅豪 文图

核心提示 | 奥运冠军张继科现场互动、众多体育行业大咖纵论体育产业新
趋势、多项体育产业合作现场落地……2017 大河财富论坛先行论坛——河南省
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将于本月 15 日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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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 2017 年底，回望今年体育产业
的发展——各个运动项目纷纷拓展领地，
马拉松、骑行、体育小镇等新生业态被炒
得火热，
五万亿元的市场前景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行业领袖为体育产业瞩目。
记者从论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河
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吸引了众多业内大
咖 前 来 参 会 ，论 道 体 育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维宁体育 CEO 纪宁博士将与参会嘉
宾共同探讨体育产业发展大势，深耕体
育产业多年的达晨创投合伙人何士祥先
生将分享达晨创投在体育产业内的投资
逻辑，首都体育学院休闲与社会体育学
院院长李相如将就体育休闲产业发展与
机遇与大家展开研讨。
除了在专题演讲中为中国体育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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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张继科参加体育发展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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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财富论坛先行论坛即将上演

2017 年，经济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
新经济乘风破浪，新旧动能加速切换，实
体与金融关系全面改写，中国经济以雷霆
万钧之势驶向新时代。新改革、新红利、
新动能、新机遇、新挑战……全新的商业
生态正在构建，任何活跃于新时代的市场
主体，
都迎来了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
在“新时代”扑面而来的伟大时刻，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一届大河财
富中国论坛正式启动筹备。

记者从论坛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财富
论坛召开体育产业分论坛——河南体育
产业发展论坛，并将该论坛作为先行论
坛，意在把脉体育产业发展新趋势，助力
河南体育产业实现新跨越。据了解，论坛
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手
打造，将以“新产业 新思路 新趋势”为主
题，纵论体育产业发展大势、探讨体育产
业投资逻辑、共享体育产业新机遇。

大咖汇集论道体育产业新趋势
与投资洞悉把脉，纪宁博士与何士祥先
生也将出席圆桌论坛，就“河南省体育产
业发展的创新尝试”与“我国其他省份体
育产业的发展突破口及产业投资案例”
两个命题与各位嘉宾展开讨论。
作为论坛承办方之一，大河搏冠体
育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琦也将出席圆
桌会议。
“ 希望通过此次论坛，与河南省
体育产业内的同仁们一起推动当地体育
产业的发展，并且希望借助这一活动，能
够扩大大河搏冠在国内的行业影响力，
从而更好地为体育产业发展做出自己的
贡献。”
吕琦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还在论
坛当天邀请了奥运冠军张继科前来助
阵，
现场与粉丝、观众互动。

多项体育产业合作现场落地

除了干货满满的演讲，论坛将有多
项践行河南体育产业发展的合作现场落
地。记者从论坛组委会了解到，论坛当
天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体育产业
研究中心、郑州市体育局、河南东龙控股
有限公司、河南大河搏冠体育产业有限
公司将进行战略合作签约。未来围绕郑
州东区龙湖区域联手打造环龙湖系列体
育赛事，以服务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
位、落实健康中国理念、宣传城市形象。
环龙湖系列比赛必将成为我省体育赛事
耀眼的新星。
为了进一步发展体育产业，河南省
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也将在论坛召开的当
日正式成立。据悉，河南省体育产业研
究中心是由河南省体育局发起设立，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组建实施，整合各方专
业力量和产业资源，进行产业学术研究，
体育人才培养，体育赛事、服务产品开
发，组建河南省体育产业发展的智库。
同时，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河南省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大河搏冠
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将在当日共同发布全

新全民健身赛事 IP。
在本届论坛中，国家体育总局人力
资源开发中心体育经理人培训河南中心
将正式落地。据了解，
“ 体育经理人”培
训与测评体系项目，是由国家体育总局
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携手维宁体育长期合
作的战略项目。本项目将为中国培养大
量优秀的体育商业人才，满足体育产业
蓬勃发展的刚性需求，河南中心将由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和刚刚成立的河南省体
育产业研究中心、大河搏冠体育产业共
同举办，针对当前产业发展中的主要矛
盾，围绕培养复合型体育人才，建立产学
研一体化构建平台。
此外，随着体育产业与科学技术愈
发紧密的结合，体育大数据、智能体育场
馆、可穿戴运动设备、技战术应用等智慧
体育领域将成为体育产业的新风口。喜
动互联网智慧体育服务平台也将在本届
论坛中正式启动，助力河南省体育产业
更上一层楼。

近十天每吨上涨超过 700 元，
价格再破 5000 元大关

螺纹钢价创六年来新高
□本报记者 古筝

一周涨 500 元 钢材重新破 5000 元
二十多年来，因秉承着资金安全第一
的原则，张鸣（化名）的钢材生意在郑州的
钢贸圈里始终名列前茅。而在过去的二十
多年里，早已见惯钢材价格大起大落的张
鸣，对过去十多天钢价的飞涨，仍表示“很
少见”。
从 11 月 23 日前后开始，此前一直平
稳增长的钢材价格忽然坐上了火箭，一路
飞涨。仅过去的一周，国内螺纹钢价格每
吨就上涨了 500 元，近十天每吨上涨超过
700 元。而受此轮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
钢材价格再次突破 5000 元大关。而上次

钢价每吨突破 5000 元还需上溯到 2011 年
4 月份，但是持续时间只有 1 个半月。再往
前则是 2008 年的二、三季度，钢价突破了
5000 元，
历史最高时曾接近每吨 6000 元。
事实上，在张鸣看来，在去产能的背景
下，今年以来钢材价格一直处于上涨区间，
只不过前期一直是有涨有跌，但总体以涨
为主。
“钢材价格从 2017 年 1 月的 2000 多
元/吨起步，一直跌跌涨涨，进入下半年以
来开始快速上涨，而在 12 月前后钢材价格
突破 5000 元大关，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年

的钢材价格已经实现翻番。”
张鸣说。
对于此次钢材价格上涨的原因，在张
鸣看来，在去产能的背景下，和各地加大环
保监察力度有很大的关系。
“具体来看，之前国家层面出台的京津
冀地区‘2+26’城市的环保限产，对钢材的
产量有一定影响。同时，现在整个钢材行
业总的运输还远远不是很顺畅，路上的成
本还是比较多，港口积压也比较多，这两个
因素叠加起来，造成了本轮钢材价格的快
速上涨。”
张鸣表示。
此外，卓创资讯提供的数据也从另一

个方面印证了张鸣所言非虚。据卓创资讯
监测，自今年 11 月份采暖季之后，供给侧
继续发力，导致供需差降至低值，最终导致
此轮钢价飞涨。11 月份仅唐山地区，在改
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下，高炉综合限产影
响近 30%，
月度影响产量 200 万吨。
尽管钢价飞涨，
但张鸣表示作为一级经
销商自己并没有赚太多：
“作为一级经销商，
因为同钢厂签的都有合同，
钢材到了之后就
会立刻转手，讲究的是快进快出，所以我们
赚的只是每一天钢材的差价，这波行情里，
真正赚到大钱的是那些囤货的钢贸商。”

果》、
《2018 年全球钢材需求预测成果》、
《2017 年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评级结果》
三份报告。
其中，针对国内钢材需求，报告“预计
2017 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 7.25 亿吨，
同比增长 7.7%；预测 2018 年我国钢材实
际需求量为 7.30 亿吨，
同比增长 0.7%。”
对粗钢产量，报告则预测称将小幅增
长，
“预计 2017 年和 2018 年全国粗钢产量
分别为 8.32 亿吨和 8.38 亿吨，同比分别增

长 3.0%和 0.7%”。
对于后期钢材价格的走势，卓创资讯
相关分析师表示，价格走势要看市场供需
关系的具体情况，任何人都难以预测具体
的价格。但是基于今年行业内去产能和打
击地条钢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环境得到
大幅改善的背景，再加上明年下游需求稳
中有增的条件来判断，明年的钢材价格大
概率将保持在高位区间徘徊。
“综合来看，当前钢材市场的供需差减

少，但供给侧在高利润的刺激下也在通过
各种方式进行调节，那么后期在市场平衡
拉力下，钢价涨幅也会趋于平缓，市场参与
者需要理性对待。”卓创资讯上述分析师表
示。
此外，据张鸣介绍，从本周开始钢材价
格的涨势已经呈现出疲软趋势：
“本周到现
在，钢材价格才涨了 10 元，看起来再快速
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

追高需谨慎 钢价进入盘整？
钢 材 价 格 的 上 涨 ，也 使 钢 铁 企 业 从
2015 年的全行业亏损向行业普遍盈利转
变。今年 1-9 月，中钢协会员企业累计实
现营收 1.99 万亿元，盈亏相抵实现利润为
252.06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 2018 年国内外市
场环境仍有些不确定因素，但行业机构对
明年全国钢材需求总量的预测仍然乐观。
12 月 4 日，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在京发布了《2018 年我国钢铁需求预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