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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AⅠ·07

每注金额
2655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1期中奖号码
5 8 11 21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365632元，中奖
总金额为176903元。

中奖注数
2 注

372 注
5740 注
296 注
291 注
17 注

1199777 元
15667元
1834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100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 注
13注

222 注
911 注

5942 注
14210 注
6846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1 注
0 注

27 注
45 注

303 注
592 注

2712 注

02 04 18 23 24 28 29 09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1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765102元。

中奖注数
265注

0 注
1047 注

中奖号码：026
“排列3”第21011期中奖号码

960
“排列5”第2101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05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7 10 12 35后区03 05

96042

“主业是搬家，顺带卖卖铁”

“在郑州，没经历过几次搬家，都不
好意思说在钢贸圈混过。”“郑州的钢贸
商，主业是搬家，顺带卖卖铁。”

听闻一个开业尚不足半年的钢贸市
场又要关门，郑州几位钢贸商发出了这
样的共鸣，或者，叫做哀鸣。

给钢贸商们带来这一消息的人名叫
代振峰，是《现代物流报》的一名记者。
这位深耕河南钢铁物流行业近20年的

“老炮”告诉大河报记者，从1995年至
今，郑州的钢贸企业最少经历5次搬家
浪潮，从二环内的货站北街一路向南，搬
出二环、三环、四环，如今已来到新郑市
的龙湖、郭店一带。

“在郑州做钢贸，如果你没搬过家，
那就证明两点。第一，你道行太浅，入行
太晚。第二，你绝对是个冒牌儿的。”代
振峰说，虽然大家已视搬家为常态，但

“新天地钢材市场”要关门的消息，还是
让他吃了一惊。

新天地市场的商户在1月5日接到
通知：市场10日内要断水断电，自己赶
紧再找地方。在市场30多个商户中，最

悲情的“倒霉蛋儿”，刚刚搬来还不到半
个月的时间。

“不到半年再搬一次家”，这对于动辄
就有上千吨存货的钢贸企业意味着什么？

1月7日下午，站在郑州数十年未有
的凛冽寒风中，新天地钢材市场的一位
商户小林（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给记
者掏出了一个账本，上面一笔笔地记载
着4个月前公司搬家至此的花费明细，
林林总总的开支将近20万元。

7年前大学毕业，子承父业进入钢
贸行业的小林，跟随公司在这7年间搬
了7次家。

“一次二三十万，这几年赚的钱全都
花在搬家上了。钢贸商就像‘没娘的孩
子’，被撵得到处挪窝。这次折腾，估计
又有几家要关门了。”小林告诉记者，对
于钢贸企业来说，加上搬家期间耽误的
生意，搬一次家的成本少说也得有20万
~30万元。如果是做板材生意，使用开
平机的公司，损失更大。

“开平机需要打地基，硬化地面，还
得‘找平’、校准，一次没有百十万是下不
来的。一旦搬家，这些钱就算是扔了。”
小林说。

颠沛流离，是郑州绝大多数钢贸
商的“宿命”

“市场的用地、规划手续都没有，
我们其实心知肚明。”小林答。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来呢？”记者追问。
“不来又有什么办法？郑州有合

法手续的钢贸市场就一家，早就爆满
了。”小林又答。

对于小林的说法，一位接近当地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人士也向记者
进行了证实，新天地钢材市场的此次搬
迁，确系因没有相关土地、规划手续，而
被当地政府作为了严查的对象。

“说出来可能是个笑话，郑州的
钢贸企业有上千家，做现货的就有
800多家，而有合法手续的市场太少
了。以目前钢贸商集聚的新郑龙湖、
郭店一带为例，只有新金马钢材市场
这一家有完备的手续，但满打满算也
最多塞进去不到150家企业。”对于
小林的说法，郑州市钢铁贸易商会会
长黄涛予以了证实。

谈及郑州钢贸商如今的遭遇，上
述这名业内资深人士很是无奈，“对于
郑州近9成的钢贸商来说，他们明知自
己去的市场是个‘黑市场’，明知在那儿
没有保障，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钢贸行业这
座“蓄水池”

“钢贸行业的存在，对郑州到底
意味着什么？”耳闻目睹了郑州钢贸
商20多年来的颠沛流离，记者在与
黄涛交流时，抛出了这个问题。

“咱要文绉绉点说，那就是‘钢铁
是工业的粮食’。咱要是直接一点说，

‘米字形’高铁、各条高速、地铁、T2航
站楼等等，这些咱河南数得着的大工
程，所有的钢材都是先从本地钢贸商
这里拿货。我们满足不了他们的需
求了，还得去外省调剂。”黄涛说。

“这些工程对钢材需求这么大，
不能直接从上游钢厂进货吗？”记者
追问。对于这一问题，黄涛给记者举
了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多年前，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修建时，因建设方自
觉“是个大户”，便与当时省内一家大
型钢铁企业签订了直接供货协议，并
支付了一部分的费用。

但随着工程的开建，建设方却遭
遇了一个尴尬：钢铁企业的流水线不
比手工作坊，很难灵活生产，往往是
每两周的时间里只能生产一种品类

的钢材。想换品种？两周以后再谈。
但在另一端的建设工地上，工人

施工从一开始就需要各种品类的钢
材，如同时需要钢板、各种规格的螺
纹钢、型材、碳结钢，还有捆绑钢筋用
的扎丝，上游生产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的“单一品类供给”，时常造成数百名
工人因等待原料而“望天兴叹”。

“国内任何一家钢铁生产企业都
没有生产所有类别产品的能力。因
此，钢贸商的存货就好比‘蓄水池’，
或者说是一个‘钢铁超市’，用货源优
势来满足市场需求。所以，省去中间
商，直接找钢厂，这个逻辑在钢铁行
业是不存在的。”黄涛说。

钢贸商已开始了解远在长葛甚
至舞阳的钢材市场

“钢贸物流园离不开大货车，所
以，无论从交通压力上说，还是从环保
上说，建在哪，对当地来说都不太‘讨
喜’。”虽然自己就是新金马钢材市场
的掌门人，但对于这一问题，黄涛如是
说。“之前从二环内一直迁到四环外，几
乎每次都是因为大车限行的原因。”在
黄涛看来，对于钢铁物流园区最大的挑
战，便是交通方面的压力。

1月7日下午，记者在郑州新金
马钢材市场门前看到，虽然目前已进
入钢贸行业的淡季，但等待进入园区
的大货车，还是在市场门前的“新老
107连接线”上排起了长队，而在距该
市场最近的一个红绿灯处，等待掉头
的大货车在左转\掉头车道上排出了
数百米的长龙。

“搬家的折腾倒是其次，每次搬
家，都会有同行关门或迁到别的地方
去，一旦‘撂单’，对于钢贸企业来说，
生意可能就会一落千丈。”新天地钢
材市场的一位商户这样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了一个
信息。如今，黄涛已着手在新密市黄
帝宫附近谋划建设一个新的、规模更
大的钢材物流园。而拟兴建的钢材市
场距离新编组站也并不算远。

但与此同时，黄涛也表示，即便
新的市场建成投用，其承载能力也并
不能完全覆盖郑州钢贸商的需求。

对于眼下的实际需求，郑州部分
受访的钢贸商也已开始了解远在长
葛甚至舞阳的钢材市场，“谁都知道
那里比起郑州来说，生意会差上很
多，但谁想天天搬家啊？”一位钢贸商
无奈地对记者说。

郑州钢贸企业数量过千，手续完备的专业园区却屈指可数

“不讨喜”的钢贸物流园该安家何方？

在将交通枢纽、物流集散视为“立城之本”的郑州，存在这样一种尴尬：全城
经营钢铁生意的钢贸商共1200余家。其中，做现货买卖，或者说需要场地存放
各种钢材的，有800余家。但还是在这座城中，拥有完备手续的钢贸物流园却屈
指可数。以钢贸市场聚集地南龙湖一带为例，只有一家市场具备合法手续，即便
满负荷运行，这座市场也只能塞进不足150家现货钢贸企业。

这就意味着，在郑州，有近9成的钢贸企业只能栖身于手续不全的“黑市场”
之中。能在这里待上多久？对于他们而言，谁都不知道答案。

对于钢贸企业而言，虽然“挪一次窝”就得扔出去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用来“扎
摊儿”，虽然每家企业动辄就有上千吨的存货，但“时刻准备着搬家”，却是郑州钢
贸商们所面临着的常态与无奈。

在限期搬离的“新天地钢材市场”中，动辄上千吨的存货，成为商户被迫搬家的沉重负担。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骏 文 吴国强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