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I价格：今年年初大约为
1万多元/吨，到现在已攀升
至5万元/吨
海绵价格：海绵在沙发成本
中占三到四成，受TDI价格
影响，海绵价格上涨近一倍
沙发售价：每套
沙发上涨从500
元 至 1000 元 不
等 ，上 调 幅 度
10%以上

连锁反应

“遭不住啊，这种涨法太吓人了……”
昨日，成都一家沙发厂的王先生，看着最
新的海绵生产原材料之一的TDI价格抱
怨不已，当天TDI报价5万元/吨，是年初1
万多元/吨的近5倍！随着TDI价格一路暴
涨，海绵价格也随之上扬。王先生的沙发
工厂也坐不住了，近期不得不跟同行一样
上调沙发售价。

一种大多数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原
材料上涨如此疯狂，导致下游产业产品价
格同步上涨，到底是什么原因？成都商报
记者昨日进行了调查。

沙发厂家：沙发售价上调10%以上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
家居店发现，沙发价格较今年年初已普遍
上涨，价格涨幅在500元至1000元不等，上
调幅度10%以上。

“现在沙发价格涨得多哦，一套客厅
沙发涨了上千元了。”据深圳美木黄金家
私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由于原材料
海绵价格上涨，导致大量使用海绵的沙发
价格涨得最多。相比之下，软床和床垫虽
然也有所上涨，但涨得不多。

“我们在成都做了30多年沙发，还从
来没有遇到TDI这样的涨法。”成都天子
沙发有限公司的郑先生昨日告诉记者，今
年年初时，客厅的一组布艺沙发零售价格
最低只有4000多元，现在已不得不涨到
5000元左右，而皮沙发零售价也从年初的
7000多元，涨到8500多元左右。

郑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海绵在沙
发成本中大概占三到四成，近期因为海绵
原材料TDI暴涨，海绵价格也翻了近一
倍，沙发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海绵生产商：价格涨了近一倍

“和今年初时TDI价格每吨1万多元
相比，现在已涨到每吨5万元，海绵也不得
不提价，”成都一家海绵厂的马老板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在海绵的生产成本中，原
材料TDI大概占到30%，“受TDI价格影
响，现在海绵价格涨了接近一倍。”

作为加工企业，马老板对TDI原料价
格的变化可谓印象深刻，“涨价大概从8月
3日开始的，那时一天一个价，有时候上午

一个价下午又是一个价。”马老板说，现在
TDI原材料价格已经涨到每吨5万元，“关
键是还不一定能拿到货！”

原料价格：年内上涨近5倍

TDI全称是甲苯二异氰酸酯的英文
缩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个化工原
料颇为陌生，但它的化工产物——海绵，
却是大家日常接触的东西。

海绵一般是用聚氨酯加TDI或MDI
进行胶联反应产生的产物，根据内在泡泡

大小，分为各种不同的密度。TDI除了合
成海绵外，还在聚氨酯、涂料、染料、农药
等行业中有广泛的应用。

记者从慧聪化工网查询发现，近年
来，随着国内产能不断释放，TDI价格从
2014年8月的17500元/吨高峰，一路狂跌
至年初的11900元/吨左右，甚至一度在1
万元/吨左右徘徊，然而今年8月开始价格
突然上涨，到国庆前夕，TDI价格涨至2万
元/吨；国庆之后，TDI价格再度猛涨，从
23000元/吨左右涨到上周五的47500元/
吨。就在昨日，国内最新的TDI价格已攀
升至5万元/吨，部分供应商如烟台巨力已
封盘暂停出货。

暴涨原因：全球TDI巨头减产

化工原料TDI为何突然暴涨？据不少
化工行业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显示，TDI价
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外供给收缩，带
动国内出口，导致国内TDI价格持续上涨。

资料显示，全球TDI巨头企业主要有
科思创、巴斯夫、三井化学和万华化学等公
司。今年3月以来，全球范围内TDI供应开
始出现收缩，日本三井今年5月份宣布永
久关闭鹿岛12万吨TDI装置；法国Venco-
rex关停其12.6万吨TDI装置；三井大牟
田、Basf韩国丽水以及中国烟台巨力装置
集中检修。同时博苏化学、科思创、韩华化
学、韩国OCI的TDI装置于8月-11月进入
检修阶段。

进入10月，全球TDI巨头科思创宣布
因上游硝酸供应商检修后不能重启，导致
科思创生产的TDI产品受影响。由于这些
因素影响，导致国外市场供应大幅度缩减，
TDI价格大幅飙升。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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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涨价 沙发工厂坐不住了
原材料TDI价格一路疯涨近5倍导致海绵价格上涨，成都沙发售价普遍上调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16 年 11 月 5 日 9 时至 2016 年 11 月 5 日 21 时止，在本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成都市金牛区观音阁前街 2 号 A3 栋 9 楼 A 号，

建筑面积 305.9m2。 拍卖参考价：233.4 万元，保证金 20 万元。
二、拍卖方式：网络竞价拍卖:进入竞拍标的方法：淘宝网→司法拍卖→

法院→四川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标的物
三、拍卖标的具体情况详见淘宝网该标的拍卖公告和竞拍须知。
法院监督电话： 028-86434307��咨询电话：028-86431140、86431164

�������此公告在本院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同时发布。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016 年 10 月 18 日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专业空调冰箱洗衣机85559418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厨桌椅18280032421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二手车买卖
●成都北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所

属奥迪、途锐车辆转让，详见

http://swtjt.com/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肖莉2016年10月之前签发身份
证510122197010270289遗失作废
●韦佳遗失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
出院发票（号码00000698， 金额
23295.07元），特此声明。
● 成 都 商 报 王 雅 林 记 者 证
B51007355000158遗失作废

●赖彪、曾真位于双流东升街道三
强东路二段58号2栋1单元2楼1号
房屋产权证（双权0319199、双权
0319200）遗失

酒楼·茶楼转让

餐馆转让
●科华南路餐厅转15281792638

店 铺
●东门二环内400平13608227337
●人民公园旺铺13880927631
●商铺出租：红牌楼广场1楼宜
小吃超市诊所美容美发
13880172131陈

厂房租售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招 商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上午 10：00�在“成都市文武路 42 号（北打铜街 8 号）新

时代广场 6楼 L座”以现场与网络同步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
青白江区弥牟镇九里场街 6、8、10、12、14、16、18、20、22、24、26 号临街商

业用房，建筑面积约 750.12m2。 参考价：41 万元 保证金：5 万元
展示、报名的时间、地点：即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下午四时止（节假日除外）现址展示，有意

者请于上期限内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成都市紫竹北街 85 号 3F-28 号本公司所在地查询资料
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标的当事人和担保物权
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如有意购买上述标的，须按上述规定交纳保证金、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并于拍卖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咨询电话：徐女士 13880610875四川省瑞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二 0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京东强项：深耕到底 抓住用户体验

10月15日，京东海报登陆成都400
多个小区电梯广告，成都30多名一线
配送员小哥真实出镜，平实的广告、熟
悉的人物和朴素的内心独白在市民中
引发不小反响。此外，在全国范围内的
海报展示的是更多配送员走边疆、入
深山、穿栈道的画面，从仓储到配送，
从城市到山村，辐射范围之广，直观展
示出京东的物流配送实力——京东物
流配送可以到达每一个角落。

记者注意到，京东的海报深入到
配送一线，对每个配送员的故事娓娓
道来：有背着冰箱赶火车的犍为快递
员，有半年路程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
的川西高原守望者，还有沙漠行者、怒
江飞人等。

业内人士认为，从京东海报来看，
今年京东无疑会在物流配送服务的专

业度和辐射度做文章，打响用户体验
战。而这些聚焦京东一线配送员的大规
模海报，展示的是京东在物流配送服务
方面深耕多年的成绩，以及惠及更多消
费者的渠道下沉与农村电商战略。

“双11”不仅是卖出东西

京东早在2007年开始自建物流，
从2009年起开始拥有自己的仓储和物
流系统；2012年，京东在物流方面的投
入达到36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
投入到物流信息化的建设上。近十年
过去，京东搭建的仓、运、配一体化物
流网络早已遍布全国。

目前，当日送达已成为京东物流
的“杀手锏”。在四川地区，90%的订单
京东都可以做到“当日达”和“次日
达”，这一成绩遥遥领先其他对手。与
此同时，京东全力打造的配送网络、众

包服务网络和生鲜网络三张大网正在
全国铺设，也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有
实力运营三张网络的电商企业。

京东“双11”海报获得不少业内人
士点赞。某4A广告公司总监在点评今
年双11各家电商的海报大战时认为，
京东的广告海报侧重于讲故事，讲物
流建设突破后给消费者和行业带来的
便利，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更容易与
网友产生共鸣，“双11不仅是卖出东
西，这说明京东在配送物流和客户体
验上优势巨大。”

今年“双11”：你选哪个？

一直以来，京东物流带给客户的
高效配送体验，更是在“618”、“双11”
大促中，始终保持着高效运转和快速
配送。据介绍，截至2016年6月30日，京
东在全国范围内拥有7大物流中心，运

营234个大型仓库，拥有6756个配送站
和自提点，覆盖全国范围内的2639个
区县。带来的效果是，无论是北上广等
大城市，还是美丽小县城乃至偏远乡
村，大促期间京东的配送速度和平日
相差无几，让人惊叹。

今年，伴随京东众多一线配送员
成为海报广告主角登陆各大城市社
区、地铁、公交站，打出物流“体验战”
的同时，京东还将自身物流平台开放
给第三方。今年10月11日，京东物流宣
布，为确保平台商家的送货速度与京
东自营一样，将拿出5亿元对商家的仓
储配送服务进行补贴，与京东物流合
作的所有平台商家均能享受到物流服
务费减免。而这一系列的减免优惠措
施，除了可帮助商家合理布货、提前生
产、及时配送外，也将为更多消费者带
来更优质的购物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免费贷款 优质服务
就在快贷

贷款服务哪家融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快
贷中心近期为企业、个人提供优质贷款服务，活
动期间，享受免费服务咨询。急需贷款的个人和
企业主不妨拨打028-66623666或去快贷中心（位
于西安中路47号，近宽窄巷子），有机会享受利息
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到账快 想用就用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准备拿下隔壁店铺扩大店
面，资金一时周转不灵，通过快贷中心的服务，150万
元隔天就到账，朱先生顺利抓住了发展的宝贵商机。

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
出银行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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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
放款。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
使用无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半小时搞定

市民马先生急需周转资金，但他名下奥迪车
被查封，马先生通过快贷中心向银行申请，获得了
20万元的应急贷款。拨打028-66623666向快贷中
心申请汽车抵押贷款，手续快捷，只要资料审核通
过，最快半小时就能申请贷款，月息低至8厘。

快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
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的车
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快贷中心推出无抵押轻松贷，市民可凭借每
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
也可通过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放大贷；还
可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
来办理应急贷款。吴小姐急需资金，向快贷中心
咨询，凭借工资证明和银行流水，放大60倍获得
30万工薪贷款，解决一时燃眉之急。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押，只要拨打
快贷中心电话028-66623666，都将努力为你打通
银 行 渠
道 ，拿 到
最低利息
的银行贷
款。

京东“温情牌”小哥海报引热议
双11“猫狗大战”京东先出击

■对消费者来说，“双11”还有二十多天，但对备战的电商来说，粮草筹备
之战早已开打。这几天，京东在成都400多楼宇、居民小区的电梯以及公交站
台投放大量广告，成都超过30多名一线配送员集体上镜；而在全国范围内，
更多配送员走边疆、入深山、穿栈道的画面也随海报广告在各大城市登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京东海报告别“价格战”宣传，将内容全部聚焦配
送一线。据记者了解，作为今年京东“双11”首批全国海报，全部使用真实一线
配送员，如此大范围投放广告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和零售行业还属首次。

■业内人士认为，从已曝光的海报广告看，京东广告聚焦一线配送人员，
呈现人与人之间温情互动，目标是展示多年深耕之后的物流配送速度和服务
的两个“王牌”，也是对行业宣告，“双11”大促应该重视商品品质、配送速度和
售后保证。

成都八宝站的京东快递员在配送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