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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約有三分之一鋼貿商跑路了，主要就是主導這個市場的福建
周寧縣人。」上海鋼貿資深人士、原中國聯合鋼鐵網高級分析師宋葉春告
訴記者， 「市場不好，今年正常做生意的，95%的在虧錢。很多人欠銀行一
屁股債，銀行不給他貸了，他們也沒有周轉資金了，信用鏈條斷裂，想借
高利貸在社會上也借不到了，只能是破產倒閉跑路了。」

據寶蓮城鋼貿人士稱： 「因為鋼貿商跑路了，這些提供融資的央企找
不到人，只能把值些錢的資產都盡快搶到手，儘管二手車不值錢，但是有
總比沒有好，甚至彩電和傢具都被搬走了。你不抓緊 『搶』，過兩天連這
點東西都被 『搶』沒了。」

大柏樹區域繁華不再
另外一家參與鋼貿融資的央企工作人員對記者苦笑， 「以前這會兒都

去鋼貿商那裡到處轉轉，喝喝茶，現在人都跑光了，想喝茶都找不到人了
。」對於四處查收到的豪車等資產，該人士表示，遠遠無法充抵公司為鋼
貿商提供的巨額融資。

似乎是一夜之間，上海的大批鋼貿商突然在上海鋼貿市場消失了。據
統計，鋼貿產業2009年對上海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度近3%。以寶山、虹口
、楊浦交界處的大柏樹區域為例，方圓約 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 4500
家鋼貿企業，年交易規模超過5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是目前為止全
球最集中的鋼鐵貿易交易商圈。而今，繁華已然不再。

記者來到位於寶蓮城的上海指日金屬材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建華的
辦公室，何建華正趴在寬大的辦公桌上百無聊賴的玩電腦悠閒遊戲。 「今
年正常做鋼貿生意的都虧錢，所以乾脆不做了，歇着或者做點別的貿易。
」他說，自己所在的公司是實力較強的佛山順德指日貿易公司的子公司，
因為廣東商人較少像福建商人那樣玩弄金融槓桿，所以，尚能夠在這次鋼
貿危機中避險。

記者走訪了大柏樹鋼貿市場、寶山區的寶蓮城鋼貿商辦公地以及寶楊
路和長江路的鋼材市場，大批以此為生的中小鋼貿企業紛紛關門歇業，市
場一片蕭條景象。

對於這些人跑路的去向，宋葉春表示，去哪裡都有，有出國的，也有

躲到國內其他地方的。宋葉春還告訴記者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以前，周
寧縣當地幼兒園招不到人，因為鋼貿商來滬做生意把孩子都帶過來了，而
現在當地幼兒園卻塞滿了人，快裝不下了，因為這些人跑路時都把孩子送
回老家了。」

訴訟糾紛三日逾十起
由於上海鋼貿圈資金鏈斷裂危機集中爆發，導致訴訟糾紛層出不窮。

記者查閱上海法院網的開庭公告發現，僅僅10月9日至11日三天，上海市
法院開庭的銀行起訴鋼貿商的案件就高達十幾起。

比如，10月10日上午9點開庭的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起訴
上海磊鋼金屬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津西鋼鐵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肖佛端、
李梅、南儲倉儲管理有限公司一案。10月9日上午9點30分開庭的南京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起訴上海加彼金屬材料有限公司一案。據了解，這
些案件案由多為 「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起因多是鋼貿商逾期未還貸，於
是銀行將幾家聯保的鋼貿商一併起訴。

鋼貿企業內部的糾紛也迅速增加。比如，中鋼天源8月29日的一頁公
告，將鋼貿行業的融資黑洞置於公眾視野。公告稱，全資子公司中鋼天源
（馬鞍山）貿易有限公司8月27日持上海興揚倉儲出具的倉單要求提取上
海金輿商貿有限公司出售給中鋼貿易的貨物時，卻無法進入倉庫。根據與
上海金輿的合同及興揚倉儲的倉單，公司存放於興揚倉儲的貨物價值2093
萬。據記者了解，因為興揚倉儲與上海金輿實為關聯企業，而此番風險爆
發則與上海金輿在鋼貿融資過程中重複質押倉單有關。

「蓋子捂不住了，危機就集中爆發了。福建周寧商人多年來的高槓桿
融資造就的鋼貿繁榮背後積累了巨大風險，而當宏觀經濟因投資驅動乏力
而放緩，鋼價大幅下跌，鋼貿行業普遍虧損時，銀行抽貸又刺破了泡沫，
危機自然就爆發了。」宋葉春總結道。

【本報記者葉勇上海報道】上世紀八十年代
，原來統購統銷的鋼材走向由市場調節和配置，
這是上海鋼貿產業興起的契機。有一群人捕捉到
了這個機會，這群人來自貧窮的福建山區縣──
周寧。首批闖蕩上海灘的周寧人，以周華瑞、周
培建等人為代表。

1992年，上海浦東開發，到處都是工地，為
周寧人做鋼材生意提供了良好機遇。但在當時，
周寧人在上海灘還是游擊式經營。直到1996年，
第一批闖蕩上海的周寧人周華瑞，創建了全國第
一個前店後庫的鋼材現貨市場，才奠定了周寧商
幫如今在上海灘的地位。

26年來，周寧人在這個領域裡的成績是：份
額佔據上海鋼材貿易零售領域的90%，現貨領域
的90%，批發領域的70%。總人口不到20萬的周
寧縣，就有近6萬人在上海從事鋼材貿易，近一
半人在長三角地區做鋼貿生意。把持了長三角最
大的60多家鋼材市場，人稱 「周寧鋼鐵俠」。

當年的首批淘金者也都赫赫有名，周華瑞是
上海第一鋼市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培建
是上海曹安鋼材交易市場董事長，前者則掌握了
上海13%的鋼材現貨份額。

在中國鋼貿行業，周寧人亦佔主導地位。周
寧商會下面，各類企業達到3萬多家，在全國興

辦以逸仙鋼材現貨交易市場為代表的大型鋼材市
場 600 多家，年銷售總額達萬億元，年創利稅達
到近百億元。

對於周寧的成功特質，上海周寧商會執行會
長肖志成分析，周寧人勤勞，愛面子，愛抱團。
做鋼貿，動用資金量頗大，融資是非常關鍵的。
在周寧縣流傳着這麼一個說法，即使你不在做鋼
材生意，但你的錢財也在鋼材市場裡。在周寧當
地，平均每戶家庭至少有一人在外從事鋼材貿易
，很多人都將資金委託上海等地的親朋好友打理
。由於講信譽不拖欠，使得周寧人在做鋼貿生意
時容易從銀行從民間融得資金，克服了鋼貿生意
中最大的障礙。

「周寧人總體來說很大方、豪爽，出手闊綽
，也很客氣。他們之間很抱團。」資深鋼貿人士
宋葉春這樣描述對周寧商幫的印象。

編者按：
自恃互保聯保機制，在上海經營的福建鋼

貿商無所顧忌地運用高槓桿融資，盲目投資和
投機，積累了巨大風險，當經濟增速放緩鋼價
暴跌時，一場席捲鋼廠、貿易商、倉儲公司、
銀行、擔保機構、大型國企的鋼貿商資金鏈斷
裂危機終於在今年集中爆發了。本系列將詳細
為讀者描述危機的來龍去脈，分析前因後果，
總結經驗教訓。

滬三成鋼貿商跑路

「你不抓緊 『搶』 ，過兩天連這點東
西都被 『搶』 沒了。」 九月底的一個下午
，本報記者在上海寶山區寶蓮城採訪時，
正遇上央企中航國際鋼鐵貿易（公司）有
限公司幾位員工，因為借錢的鋼鐵貿易商
（簡稱 「鋼貿商」 ）跑路而在到處查收鋼

貿商值錢的流動資產。這一天，他們已經收下
三輛鋼貿商丟棄的豪車，其中包括一輛值幾百萬的

奢華房車。 本報記者 葉 勇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上海虹口大
柏樹區域的滬辦大廈是知名的鋼貿商集中區域
。比起以往的喧鬧，如今卻門可羅雀。

記者進入了大廈，發現不少鋼貿企業大門
緊扣，個別公司 「門把手」滿是灰塵。記者遇
到了一名正打算回家過國慶節的鋼貿人士。
「現貨生意越來越難，部分企業已開始裁員，

我們公司小，所以經營還算正常，不過生意的
確非常清冷。」他告訴記者，目前公司已提前
放假， 「除老闆娘還在辦公室內算帳外，其他
同事走回家了」。

在與滬辦大廈相鄰的柏樹大廈，某位與記
者相熟的證券分析師介紹，大柏樹地區內的高
境大廈、寶隆一方大廈、滬寧大廈、柏樹大廈
入駐了很多鋼貿企業，這些企業境況都不好，
「過去有不少鋼貿商在我們營業部開設了帳戶

，但現在很多帳戶都沒有交易。」
記者來到上海最早的鋼材市場 「上海華東

鋼材市場」，走入市場，昔日忙碌的電話鈴和
貿易商們忙碌的身影，如今卻被空曠與靜謐取
代，即使記者放輕腳步，依然能聽到自己腳步
的回音。大多數貿易商的辦公室都鐵將軍把門
，不少辦公室已全然沒有辦公跡象，一些商貿
企業甚至連辦公桌上的電話也都被撤走，只留
下辦公傢具和空空的飲水機。

記者留意到，那些仍有工作人員留守的辦
公室也並不喧鬧，打瞌睡、玩 QQ、看報紙，
儼然成了他們打發時間的常態工作。

記者在市場內碰到了震浩金屬材料公司負
責人周先生，他告訴記者， 「我們的日子越來

越難捱。」他經營的公司規模不大，因此經營風險較小，
「我們說的風險就是企業 『壞帳率』，在目前的上海鋼貿圈

，誰生意做得越大，誰的損失就越多，很多有1億元的同樣
往往因為想多賺錢，而進行抵押，碰到現在的經濟形勢，就
只能賠錢。」

新一輪還貸潮將來臨
「今年被淘汰掉的鋼貿企業較2008年金融海嘯時還多。

我從事鋼貿業12年，今年是市況最差的一年，市場內最起碼
已走掉二、三成的企業，現在鋼貿生意的利潤越來越小。」
周先生說， 「元旦前很多企業又將迎來還貸潮，到時候還要
淘汰掉一批。」

上海某國有倉儲企業的朱姓管理人員向記者抱怨，考慮
到幾年前鋼貿行業火爆，公司曾決定將部分倉儲空間從 「棉
花業務」轉為 「鋼材業務」，並斥資購買了相應的重型起重
設備，但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鋼材倉庫就開始變得冷清，
今年鋼材專用堆場更是無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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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葉勇上海報道】隨着上海市場日益成熟，競爭激烈
，近年來，福建鋼貿商逐步轉戰全國，靠着抱團取暖的優勢，他們
把高槓桿融資的貿易模式複製到全國，在全國大建鋼材市場，儘管
在過去的幾年得到了迅猛發展，但是如今危機正像病毒一樣向全國
蔓延。

一位非福建籍鋼貿商告訴記者，2010、2011年，全國突然冒出
了幾百家鋼材市場，大部分是福建人搞起來的，都是以上海周寧鋼
貿商為龍頭的。比如，上海一個做鋼貿生意才三年的人，跑到西安
、無錫各搞了一個很大的鋼貿市場， 「他們都很會包裝，把自己包
裝稱很大的企業家。」福建人的模式，破壞了鋼材市場傳統的按行
政區劃的分級貿易商機制，他們投資的大型鋼材市場也擠垮各地傳
統的鋼貿市場。同時，也把危機的種子埋在了那裡。

上海周邊重災區
「只要是福建商圈所到之處，都有這個問題。上海周邊是重災

區，比如無錫、常州等地。此外，重慶、西安、天津、瀋陽也全部
爆發，而且是大面積爆發。而去年西安的鋼價被炒到天上去了，也
都是他們囤積居奇搞出來的。」上述人士表示。

由於銀行抽貸切斷鋼貿商周轉資金，等於釜底抽薪，猛然刺破
泡沫，造成大量經濟糾紛、呆壞帳，乃至引發一些社會犯罪事件。
據媒體披露，上海鋼貿圈近期流出又一份名為《關於要求緊急應對

與妥善處置上海鋼貿市場抽貸危機和維護社會安定穩定的特急報告
》的信件，抬頭標明是寫給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市長韓正並報上
海銀監局長廖岷，落款是 「上海市鋼貿企業群體」。

該信稱： 「目前有的鋼材市場已出現了因債務糾紛引發的多起
傷害案，甚至在好幾個市場還發生了追債兇殺案，這種狀況持續下
去，類似刑事案件只會越來越多。」

數十萬人瀕失業
該信同時指出，鋼貿企業都是通過聯保方式貸款，如鋼貿行業

資金鏈斷裂，將有數十萬人面臨失業、返貧，由債務糾紛引發的各
種矛盾、衝突急劇產生，刑事、民事案件爆發，信訪、群體上訪事
件將大量增加。特別是許多銀行採取了假續貸、騙收貸方法，使眾
多鋼貿企業從民間借款還貸，造成民間借貸糾紛，在無力解決時，
糾紛雙方會歸罪於銀行騙收行為，矛盾直指銀行和監管部門，極易
誘發群體性事件。

這些上海鋼貿商呼籲政府迅速採取應急措施挽救，包括成立鋼
貿產業應急專項資金，為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供資金周轉。保持鋼貿
信貸規模，擴大信貸敞口，對暫時出現還貸困難的鋼貿企業給予一
定的寬限期，並減費讓利，適度下調利率。對鋼貿企業區別對待，
分類處置，對資信好的企業大力扶持，對違法犯罪、轉移財產的予
以打擊。同時，制定出台產業扶持政策。

周寧鋼貿商發迹上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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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內的門庭冷落，昔日忙碌的電話鈴和貿易商們忙碌的身影，如今卻被空曠與靜謐取代 倪巍晨攝

▲滬辦大廈這座位於上海中山北一路1250號的寫字樓，
由3幢主樓和2幢裙樓組成，樓內企業多從事鋼貿或鋼材
期貨買賣 倪巍晨攝

鋼貿相關事件回放
時間

2011年
9月中旬以後

2011年
11月至年底

2012年
2月

2012年
4月

2012年
6月5日

2012年
8月9日

事件
國內鋼價暴跌，一個月內均價下跌600元／噸
左右，鋼材期貨跌幅更是達到近1000元／噸。
鋼貿企業大量虧損，行業信貸風險開始暴露。
上海銀監局對鋼貿企業貸款連發三份預警通知
。銀行開始對鋼貿企業 「抽貸」 。
無錫鋼貿圈大佬、無錫一洲集團董事長、周寧
商人李國清失蹤，涉及債務金額高達10億元。
鋼貿企業資金鏈斷裂危機開始引起社會關注。
中國銀監會下發鋼貿貸款預警通知，要求防止
部分鋼貿企業虛構貿易背景的套（騙）取銀行
貸款行為發生。
周寧上海商會發布《致商業銀行的一封公開信
》，呼籲銀行停止抽貸。
上海市鋼貿企業以集體名義向上海市提交《關
於要求緊急應對與妥善處置上海鋼貿市場抽貸
危機和維護社會安定穩定的特急報告》，稱事
態極其嚴重，呼籲政府緊急救助。

▼上海江楊鋼材現貨市場，銹跡斑斑、▼上海江楊鋼材現貨市場，銹跡斑斑、
堆積如山的成捆線材堆積如山的成捆線材 葉勇攝葉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