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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铁真的成了破烂，身价等同废纸
探因：经济放缓，钢铁产能过剩 回收店老板叫苦不迭，近半关门
“近一半的废品店客户已关
门。”8月24日， 长沙创拓物资回
收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高勇介绍，
相比几年前5000元/吨， 现在废
铁价格只有约1000元/吨， 不少
同行选择关门大吉。业内人士预
测，废铁收购价还将继续下挫。

经济信息

太平洋保险
防癌新品获青睐

废铁价与废纸相当
“
这个月废铁又跌了1毛多/斤。”
据长沙一夫妻废品店老板反映，
废铁回收价在2008年是2块多/
斤，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价
格从1元/斤一路下探至现在的
0.2-0.3元/斤。“再降价要比废纸
还便宜了。”该店老板介绍，在所
有废品中，废纸往往是最便宜的
东西，但现在的废铁价已与废纸
相当。
长沙创拓物资回 收公 司的
相关负责人高勇介绍，2009年废
铁最高有5000元/吨， 但现在只
有 约 1000 元 / 吨 。“质 量 好 点 的
1200元/吨，差的900多元/吨。”

小废品店纷纷关门
“现在送废铁来卖的人也越
来越少了。”8月24日， 开福区一
废品店老板介绍， 因为市价太
低，大多流动废品收购商都拒绝
收购废铁，还有很多家里有废铁
的人宁愿将废铁扔掉，也不愿送
来卖，因此店里收购的废铁量也
变少了。
“近一半的废品店客户已关
门。” 长沙创拓物资回收公司负
责人高勇透露，废铁作为小废品
店的主要经营物资，其利润直接
影响了整店的经营成果，而受近
期废铁价格的不断下挫影响，不
少小型废品店纷纷关门歇业。
对目前低位运行的废铁价，
湖南恒昌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的高经理担心，废铁的大幅降
价将不仅导致小废品店的大量
倒闭，大型回收公司也可能遭遇
资金断链的风险。另外，他还估
计：“钢厂对废铁的加工质量也
将更严格，我们回收公司要过冬
天了。”

一辆满载着回收货物的三轮摩托车在路上疾驶。废品掉价后，不少破烂王纷纷转行。 （资料图片）

钢铁产能过剩
为何废铁价格持续下跌？业
内人士分析，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和结构调整的整体形势影响，钢
材市场需求下滑，一些钢厂产能
过剩是导致废铁行情大跌的主
要原因。据知，一个月前，全国多
地螺纹钢价格一度跌破2000元/
吨大关，创下15年来新低。多名
从业上8年的废品回收站老板介
绍，目前的废品回收价是他们从
业以来的最低价。
业内人士还解释称，7月以
来，钢厂减产、检修的范围迅速
扩大， 铁矿石价格开始加速下
跌， 同样作为炼钢原料的废钢
铁价格也大幅下跌。2011年，必
和必拓、 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家
铁矿石厂商联合将价格推高至
190美元/吨的历史高位。 而今
年4月份铁矿石的价格一度跌
至40美元/吨，不到最高点的四
分之一。
据多名废品店老板介绍，除
了废铁价格大幅下降外， 像塑
料、金属等其他废品的价格在近
期都有所下滑。“废品行业整体
行情都不好了。”一业内人士称。
■见习记者 胡锐

日前，太平洋保险新推出一款防癌保
—
“
爱无忧”。该保障计划一经推
障计划——
出，便引起强烈反响，更获得了《大众医学》
杂志颁发的
“
健康保障守护大奖”。
“爱无忧”防癌保障计划是太平洋寿
险最新上市的一款针对癌症的定期保险
产品， 除了癌症确诊获得一次性赔付这
个基本特性之外，还有轻症额外给付、轻
症保费豁免和满期返还三项责任。 特别
是轻症额外给付， 合同生效180天后，确
诊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癌症轻症， 即可
给付保额的50%， 给付后仍可继续享有
100%完整的癌症保障，并且可免交后续
应交的保费。 该产品保费也非常有竞争
力，30周岁男性， 保至70周岁，50万元保
额，20年交，保费仅为5535元。
■通讯员 严柏洪 记者 潘海涛

链接
存量旧房改造拉动钢材用量超10亿吨？

湖南钢材市场商家：
今年销售不升反降
据卓创资讯网统计，
截至2015 年 末 ， 粗 略 估
算， 我国城镇大约有存
量 住 宅 面 积 238.71 亿 平
方 米 ，2/3 存 量 住 宅 或 多
或少都需要对品质进行
改善。 对房地产开发企
业来说， 只有拆除重建
才能获得相当利润。若
这 其 中 有 1/10 的 旧 房 需
要拆除重建， 保守估算
建 筑 钢 材 用 量 将 达 15.7
亿吨。 而我国城镇旧房
改造和危房处置是一个
动态连续过程， 实际上
市场潜力可能远较上述
估算要大。
湖南省房地产协会首
席经济学家王义高分析，
从目前趋势来看， “城镇

旧房改造是一项系统工
程，涉及到各方面产业，从
钢材市场来看宏观上是可
以拉动内需的， 毕竟拆除
重建对建材市场是有需求
的。”湖南的存量旧房改造
市场需求关系到普通家庭
切身利益和消费水平，存
在巨大需求潜力。
记者在长沙钢材市场
走访时，却发现钢材商家有
不同看法。湖南清时星钢铁
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古
经理透露，旧房改造的确拉
动了一部分钢材需求，但近
年来房地产销售的不景气
对钢材市场的冲击力更大，
导致今年销售额不升反降，
利润降低。
■记者张洋银 实习生 张茜

全省首届创业创新
峰会9月19日开幕
本报讯 8月23日， 湖南省首届创业
创新峰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记者获
悉，该峰会将于9月19日在长沙正式召开。
届时，万科前高级副总裁毛大庆、湖南知
名专家学者王林等数十位大咖将现场分
享创业经验。同时，峰会还将就与创业相
关的“
融资”、
“
股权分配”、
“
营销开展”以
“
如何选择靠谱的合伙人”等热点问题，
及
进行详细解答。
■记者 蔡平

第二届麓谷
汽车文化节开幕
8月23日，以“约惠麓谷，为爱启航”
为主题的第二届汽车文化节正式开幕。
麓谷汽车世界经过三年的建设， 目前已
经有32家汽车4S店。
在汽车文化节期间， 市民购车可以
享受到全年最具力度的优惠政策， 部分
品牌还推出了限量特价车。同时，文化节
还为高考学子、 准大学新生准备了万元
现金红包及入学交通补助。 ■记者 杨刚

《人类征服糖尿病药疗简史》公益发放 我省离退休人员直补 1000 元
——
—同济医学院糖尿病专家冯刚耀教授专著推广
战胜糖尿病，稳定血糖值，是中老年糖尿病 中老年患者朋友们。
读了这本书， 您会了解什么叫真正科学的
患者的梦想，天天打针，血糖高居不下，并发症
越来越重，手足无力、视力变差、记忆力减退、肾 治疗糖尿病，康复糖尿病方法其实很简单。 一句
功能逐渐衰弱、肝功能不全、药毒伤身，残酷的 古话“皇天不负有心人”。 只需坚持读懂该书，按
事实让大家苦不堪言，丧失信心。
照成功康复者的方法坚持去做， 摆脱糖尿病绝
据报道每年我国糖尿病患者成功康复的例 对不是梦。
另外在冯教授推广该书期间， 我们开展了
子并不在少数， 且前苏联也有大量的糖尿病研
究成果。 近日，同济医学院的糖尿病专家冯刚耀 “读书有奖”的活动，只要读者们愿意交流对抗
教授，综合中俄两国的科研成果，历经十年，终 糖尿病的种种经验，就有机会获得 500~2000 元
于编成了《人类征服糖尿病药疗简史》一书。 本 的糖尿病专项求助金，一举两得，机会不多，不
书详细的记录了中 可错过，赶快拨打电话，书本直接送到您家。
俄两国人民在乐观
郑重声明
面对、战胜糖尿病，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但经费有限，
稳定血糖值所取得
推广期间，仅发放 1000 本，先到先领。
的种种成果， 分享
给大家。 并在推广
期间， 免费发放给

免费领书热线： 400-7360-545

★申领特价智能手杖通知★
近日,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反映,用了一种高
科技的智能手杖,生活变得方便多了。 农大退休的
王大爷说,有了这种拐杖,走夜路看得清,湿滑路面
走得稳,要长要短随意调控,使再大劲也不会折,钛
铝合金材质经久耐用,摔倒了能自动报警,遛弯时
还能当收音机解闷,真是贴心的
“
好伴侣”。

1、高亮照明:四颗高亮 LED 手灯,能 45
度旋转,调节远光、近光,傍晚走路、夜间起
床,得心应手;
2、闪灯报警:100 分贝声音报警,让老人
出行有保障; 高亮 LED 红灯,500 米外清晰
可见, 给雾霾天气及夜间能见度低时出行
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3、紧锁装置 + 防滑胶垫: 采用螺旋式
紧锁装置,加大加厚防滑脚垫,牢牢抓住地
面,走路更安全;
4、高强度合金伸缩管:1.2mm 高强度钛铝
合金管,承重达 180 公斤,可根据身高自由调节;

●照明
●报警
●闪灯
●收音机

惊爆价

298 元

5、 超长待电: 一次充电可以连续使用
72 小时,持续保护老年人的生命安全;
6、航天手柄:采用高端材质(PC)抗冲击
性强,耐热、耐寒,外用橡胶漆,触感柔软温
和,手感柔和;
7、高清收音机:进口 FM 芯片,灵敏度高,
音质清晰,世界波段,自动搜台,操作更便捷。
彗行厂家发起“关爱老人”救助活动在
全国启动,划拨巨款,特价发放智能手杖。 现
申领活动已来到长沙市,我省离退休人员直
补 1000 元， 原价 1298 元的高科技智能手
杖,补贴后仅需 298 元(每个家庭限领 2 份)。
活动时间仅三天,名额仅 300 名。 有需
要的朋友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申领。

申领报名电话

400-671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