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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走低 随着鸡蛋现货市场的价格不断走跌，鸡蛋期货也随之不
断创出新低。上周五，即将于5月交割的鸡蛋期货跌至2.516元/斤，创出上市以来
最低价，较去年12月初暴跌超过30%。

原因分析 一方面是由于规模养殖场出产现货鸡蛋供应过剩。另一
方面，随着市场偏好改变，“土鸡蛋”分流了不少市场。供应过剩和需求不畅，导致
现货鸡蛋价格也创出10年来新低。

个贷中心开通最新优势
渠道！手机实名登记半年以上
的市民，可申请最高50万元信
用贷款，极速审批，当天即可
拿到贷款。急需贷款的个人和
企 业 主 不 妨 拨 打
028-86748844，或 直 接 去 个
贷中心（位于顺城大街249号
成都银行4-7楼），额度高、放
款快速、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
到款，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
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
办理，有证、无证都能申请20
万元信用贷款，无需手续费，
立即拨打028-86748844免费
咨询办理。
■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如今主城区的车位也可
快速贷到款，利息高低根据客
户资质的综合评分而定，这种
产品优势是放款速度快、利息
低、可单方面签字。王先生急
需 10 万 元 周 转 ，他 拨 打
86748844咨询个贷中心，没想
到名下车位也能抵押贷款。工
作人员上门考察后，第二天便
获得一笔应急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
款，可凭借每月工资放
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
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
积金放大贷；还可用个
人商业保单贷款，年缴

保费放大60倍，可同时受理3
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
家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
款，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
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
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
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资
料齐全，当天可放款。提供不
同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
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
转 资 金 ， 也 可 拨 打
028-86748844 申 请 汽 车 贷
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2.5小
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
中心现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
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
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
贷款。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
周转，奔驰车被查封，通过个
贷中心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
的应急贷款。

目前个贷中心欢迎各地
有识之士加入，一起在个贷中
心的平台提升自己与公司的
价值，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
作热线：028-86748844。

4月22日18时许，由上海虹
桥起飞的EU6668航班平稳降落
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与往日不
同，当日这一航班对成都航空、
对国产飞机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成都航空商业运营的
ARJ21 国 产 飞 机 正 式 迎 来 第
10000名旅客，这标志着国产
ARJ21飞机从去年首航到商业
运营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了性
能、安全、商业模式的全面成功
检测，成为成都航空和国产民机
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停机坪，成都航空准备了
简短而热烈的欢迎活动。当被告
知自己是ARJ21国产飞机的第
10000名旅客时，走下飞机的涂

先生惊喜不已。谈及乘机感受，
涂先生表示很愉悦，“座位间的
距离比一般飞机要宽一点儿，坐
着很舒服……”为祝贺涂先生幸
运 地 成 为 ARJ21 国 产 飞 机 第
10000乘客，成都航空在现场向
涂先生赠送了成都-上海往返
机票一张和ARJ21机模一个。

据了解，ARJ21飞机是中国
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
程新型涡扇支线飞机，座级78
座 至 90 座 ，航 程 2225 公 里 至
3700公里，目前用于执飞成都
双流经停长沙黄花至上海虹桥
的往返航班。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4月22日上午，“2017中国·
西部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在成都
双流举行。论坛由中国中小企业
协会主办，成都市中小企业协会
承办，云、贵、川、渝、陕等地数十
家商协会参与协办。来自全国的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1500余人
参与。论坛就“解决企业困难、助
力企业发展”为核心，通过解析
相关政策、探索企业转型路子、
对接中小企业融资、孵化新三板
上市等，帮助企业厘清发展思
路，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本届论坛分为一个主论坛
和6个不同主题的平行分论坛。

“匠心铸就未来”、“新趋势下，中
小企业的重生之道？”、“一带一
路战略下，中小企业有怎样的发
展机遇？”等鲜活主题层出不穷。
主论坛上，成都市中小企业协会
会长毛勇、战略管理专家杨宗
华、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
彭建梅、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杨
丹等业内专家发表了精彩的专
题演讲。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作为2013年3月18日才新鲜上市的期
货品种，鸡蛋期货一路暴涨，曾在2014年突
破5元/斤，一度被称为“火箭蛋”。然而，如
今“火箭蛋”风光不再。

去年12月初，鸡蛋期货曾一度达到3.7
元/斤，但随着鸡蛋现货市场的价格不断走
跌，鸡蛋期货也随之不断创出新低。上周
五，即将于5月交割的鸡蛋期货跌至2.516
元/斤，创出上市以来最低价，较去年12月
初暴跌超过30%，如果与2014年最高时相
比，价格更是遭遇“腰斩”。

鸡蛋期货何以“跌跌不休”？“1705合
约是因为即将交割，期货和现货价格逐
渐拉近，”倍特期货分析师康黎告诉记
者，鸡蛋期货此前投机炒作氛围较浓，但

随着1705鸡蛋合约即将在5月中旬进入
交割，基差逐渐缩小，曾经高于现货价格
运行的期货价格，最终不得不与现货逐
渐贴近。

记者查询鸡蛋现货大宗交易价格发
现，不少地区鸡蛋批发价已进入“2元”时
代，堪称近10年同期最低价。4月21日，全国
鸡蛋主销区如福建、广东等地，批发均价在
2.5元/斤左右，而主产区如河南、湖北等地，
均价甚至已低至2.00元/斤。

通过现货批发价格计算，实际上即将
交割的5月鸡蛋期货价格仍存在一定高估。
瑞达期货分析师指出，如果现货市场价格
变化不大，随着交割月临近，可能拖累5月
鸡蛋期货继续下行。

ARJ21国产飞机
迎来第10000名旅客

2017中国·西部中小企业
发展论坛在成都举办

手机实名登记超半年
可极速贷款最高50万

“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跌，价格已垮了3
成！”期货炒家张先生指着即将交割的5月鸡
蛋期货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曾因价格飞涨一
度被称为“火箭蛋”的鸡蛋期货，如今却跌落
尘埃。上周五，即将在5月交割的鸡蛋期货
1705合约再创新低，一度下探2.516元/斤，创
出鸡蛋期货上市以来最低价，较去年12月初
跌幅超过30%。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多家农贸市场发现，

部分规模养殖场出产的“洋鸡蛋”价格最低卖
到2.6元/斤。不过各种“土鸡蛋”价格却十分坚
挺，最便宜的6元/斤，最贵的高达7元/枚。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鸡蛋期货1705合约
创出新低，一方面是由于规模养殖场出产现
货鸡蛋供应过剩。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偏好
改变，“土鸡蛋”分流了不少市场，供应过剩
和需求不畅，导致现货鸡蛋价格也创出10年
来新低。

土鸡蛋洋鸡蛋 价格冰火两重天
洋鸡蛋5月期货跌至“地板价”

鸡蛋期货价格何以跟随现
货“洋鸡蛋”一路走跌？鸡蛋各
种品种，为何又有如此巨大的
差异？

“其实鸡蛋期货只能衡量少
数鸡蛋的价格。”一位不愿具名
的农产品期货分析师指出，一方
面是品种差异巨大，另一方面是
保鲜期短。过去鸡蛋期货曾在美
国和日本上市，但最终都撤销
了。在美国，鸡蛋根据喂食饲料、
放养条件等不同，有7种不同标
签，对鸡蛋进行分类。而目前国
内的鸡蛋期货价格，仅有“鲜鸡
蛋”的粗分，在交易中更多是指
大规模养殖场的饲料鸡蛋。而对
于目前鸡蛋价格不断下跌，该人
士认为，一方面蛋鸡存栏量高，
鸡蛋供应增加；另一方面，“土鸡
蛋”分流了不少市场需求。

据乐山一家养殖场负责人
告诉记者，前两年由于鸡蛋行情
较好，吸引了不少养殖户补栏，
鸡蛋供给压力巨大，虽然近年来
玉米等饲料价格下降，但伴随着

蛋价屡创新低及至跌破成本价，
其承受的经营压力也不断加大。

“很多消费者以为，在农村
用粮食喂养出来的鸡蛋就是土
鸡蛋，其实并不准确，鸡种也很
重要。”从事土鸡蛋养殖的天隅
牧场养殖技术负责人肖女士告
诉记者，土鸡蛋价格高，主要是
纯种土鸡产蛋量少，推高了养殖
成本。

据肖女士介绍，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选用高产蛋鸡，加上按需
选用商品饲料喂养，在产蛋周期
内（12个月），一只蛋鸡可产蛋近
400枚，而传统的土鸡品种，产蛋
周期内年产蛋仅80枚左右。“纯
土鸡品种选苗难度非常大，”肖
女士说，农场淘汰比例较高，选
育纯种土鸡，淘汰率在30％左
右，再加上纯种土鸡产蛋少，“我
们又一直坚持全过程粮食喂养，
一只土鸡仅粮食成本一年就达
170多元，算下来每枚鸡蛋光粮
食成本差不多要2元。”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鸡蛋期货创上市以来最低
价，零售市场鸡蛋表现如何呢？

记者随后走访成都多家菜市
场发现，来自规模化养殖场的“洋
鸡蛋”，零售价格最便宜的已跌至
2.6元/斤。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不
少“土鸡蛋”价格依然十分坚挺。
记者还发现，前来菜市场购买鸡
蛋的市民，更多是询问各种“土鸡
蛋”的价格，尽管“洋鸡蛋”标价更
便宜，但购买的人并不多。

中通街菜市场的一家摊贩，
鸡蛋有近十个品种和报价，最便
宜的“鲜白蛋”价格仅为2.6元/
斤，此外还有“玉米鸡蛋”6元/
斤，“谷糠鸡蛋”7元/斤，更贵的
还有价格高达13元/斤的“仁寿
土鸡蛋”和16元/斤的“乌鸡蛋”。

“土鸡蛋卖得要好些。”摊主
告诉记者，最便宜的“鲜白蛋”是
来自规模化养鸡场的“洋鸡蛋”，

零售价格跟去年3块多时相比，
确实便宜了不少，但“土鸡蛋”因
为进价成本高，一直都没便宜多
少，甚至还有所上涨，“现在土鸡
蛋拿货贵，我们零售价就贵了。”

而在安居天涯菜市场，老板
告诉记者，来自乐山某养鸡场的
鸡蛋价格为2.8元/斤，而剑阁土
鸡蛋10元一袋，算下来8元/斤。
而另一家号称从康定收的“跑山
鸡”土鸡蛋，价格更是标到了16
元/斤。更让人惊讶的是，在春熙
路一家大型超市内，记者看到某
品牌9枚装鸡蛋，一盒标价66.8
元，算下来一枚鸡蛋7.42元！

一位鸡蛋摊老板给记者计
算，按照目前“洋鸡蛋”最低价格
2.6元/斤计算，每枚鸡蛋价格约
为2毛左右，而如果与7.42元/枚
的“土鸡蛋”相比，两者价格差高
达30多倍！

期货市场
鸡蛋现货创10年来新低

昨日是世界读书日，经过一个多
月的网友及各行业专家的海选，京东
集团正式公布了入围角逐首届京东文
学奖六大奖项的作品名单。同时，也正
式对外公布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梁晓
声，著名作词人方文山，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毕飞宇以及史航、蒋方舟、罗永
浩、郎永淳、鞠萍等36名评委组成的评
委会名单。接下来，评委们将分奖项召
开多场专题研讨会，并于5月31日正式
揭晓首届京东文学奖究竟花落谁家。

据悉，由京东集团发起举办，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豆瓣协办的京东文
学奖是国内首个以企业命名的文学大
奖。它将下设：年度京东文学奖（国内
作家作品）、年度京东文学奖（国外作
家作品）、年度传统文化图书奖、年度
新锐作品奖、年度童书奖、年度科幻图
书奖等六大奖项，其中年度京东文学
奖（国内作家作品）、年度京东文学奖
（国际作家作品）的获奖者将分别获得
100万元现金奖励，这也是中国文学奖
中的最高奖金额度。

京东集团副总裁胡胜利表示，作
为国内最大的在线图书销售平台之
一，京东发起设立文学奖，就是希望肩
负起平台的社会责任，积极发挥互联
网在传播、推广、普及优秀文化上的优
势，鼓励更多优秀作品面世出版，大力
推动全民阅读普及，为丰富国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做出贡献。

京东文学奖的评选主要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是社会提名阶段，从2月初开始，
京东就邀请了众多出版社、媒体、企业
家、作家和学者开展了大规模的荐书活

动；第二是全民投票+专家建议阶段，从
所有候选书籍中根据读者的网络投票和
专家的学术意见共同决定60本入围书
籍；第三是评委会终评阶段，36名知名评
委将通过研讨、辩论的方式进行思想碰
撞来决定最终获奖作品。这个阶段，京东
也将通过网络进行多场直播。目前，进入
终评阶段的60部作品已经产生，题材涵
盖小说、纪实文学、科幻、网络文学、历史
著作等不同主题。接下来，京东文学奖将
马上进入紧张的终评环节。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最高奖金100万 莫言领衔评委团

首届京东文学奖评选正式启动

市场走访
土洋鸡蛋“待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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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的“洋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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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家具工业用地13708080288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店 铺

●优转外双楠菜市旁150平带300
平 坝子旺铺13908182343
●商铺出租： 抚琴西路171号2楼
1468平方米13980435765李先生

厂房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3980071287李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88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房屋租售
●南千平商业招租1803074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