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钢股 造试点示范企业，“
智慧南钢” 力争成为引领行业转型发 份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排名不断提升，2017年排名第十
A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七位，钢 展的先锋。
二位，2018年升至第七位，2019年再升至第六位。
被纳入中证红利指数。
2020年7月，南钢股份“
JIT+C2M” 智能工厂正式
南钢股份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大研发创新刚性投入，
投产。 这是世界首家专业加工高等级耐磨钢及高强钢配 在研发经费投入、试验设施完善、试验损失计提、合作课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 件的智能工厂，也是江苏冶金行业首家“
5G+工业互联 题设立、专家费用预算等方面，每年都有刚性增长指标，
万吨飞跃至1100万吨， 营收在 网” 智能工厂。 “
南钢将继续深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 并优化制度流程。 创新激励机制方面，黄一新表示，大胆
11位，盈利排名第4位。 过去20 路，以更加生态、更加智慧、更加科技的身姿，向投资者呈 推出技术合伙人制度，让创新成果与个人、组织、协作单
引领高端制造，积极探索产融协 现新形象。 ” 黄一新说。
位等共同分享。
场进行多元化运作。
重视研发投入
围绕数字产业化布局， 南钢股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份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合计
南钢股份从传统的钢铁制造企业成长为科创驱动的 效益，支持公司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实
资172亿元，占比约70%，有力地 高新技术企业。
现钢铁产业链的价值延伸。 对于南钢股份2019年年报，
近年来，南钢股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省部级科 天风证券指出，注重科技创新，增强公司长期竞争力。
施了境内证券市场第一例要约 技进步奖12项，主持、参与制定标准19项，承担国家863
投资人，实现了实际控制人和股 计划、重点研发计划12项，获得授权专利744件；拥有国
际领先产品14个、国际先进产品40个、国内领先产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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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20年分红16次

南钢股份打造高质量发展智慧钢企样本
□本报记者 周文天

国家“
东数西算” 产业
联盟及引导基金成立

上市20年间，南钢股份
从2000年半年报营收和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5.6 亿 元 和
8051.55 万 元 ， 分 别 增 至
2020 年 半 年 报 的 243.58

15%

亿元和14.7亿元，向股东和
投资者交出了一份亮丽的
成绩单。

当前， 我国东部
算力资源紧张与西部
算力需求不足情况并
存， 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平均缺口率达到
25%， 而西部供给超
出需求15%以上。

南钢股份是《财富》中
□本报记者 杨洁

国500强、上市公司创新百
强企业。 成绩的背后是南钢
股份借助资本市场，从产品
结构转型升级， 到智能制
造、数字化转型，向智慧企
业蜕变，为资本市场提供了
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南钢股份JIT+C2M智能工厂。

积极回报投资者
回首2000年上市时，南钢股份在A股同行
中并不出众，当年净利润2亿多元。 二十年后，
南钢股份跃居行业前列，2019年净利润超过
33亿元， 位居行业第六位；2020年上半年，尽
管受到疫情影响， 但净利润仍超过14亿元，排
名继续提升，位列钢铁行业第四。
南钢股份不断创新， 助力业绩高速增长。
2019年是2000年上市当年净利润的15倍以
上，净利润额接近2000年全年营收。 南钢股份
2019年营收达到480亿元，为2000年34亿元的
14倍。
经营、财务持续向好，公司牢记投资者的利
益。 南钢股份明确提出2018年-2020年度每年
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度归母净利润的30%。
上市20年来， 南钢股份实施现金分红16
次，累计现金分红额达到53.65亿元，为股东提
供了丰厚的回报。 2019年现金分红13.22亿元，
股息率高达9.65%。
仅2018年、2019年两年，南钢股份每10股
均派现3.00元（两年共计现金分红26.4亿元），
现金分红比例分别约为33.10%、50.73%。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 南钢股份股息率8.70%，在
所有A股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七位，钢铁上市公
司排名第一，并被纳入中证红利指数。

至1100万吨，营收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排名第
11位，盈利排名第4位。 过去20年，南钢人通过
技术创新引领高端制造，积极探索产融协同发
展，有效借助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运作。
上市以来，南钢股份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合计243亿元。 其中，股权融资172亿元，占
比约70%，有力地支持了产业发展壮大。
2003年，南钢股份实施了境内证券市场第
一例要约收购， 引入复星作为战略投资人，实
现了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变更的平稳过渡。
2020年上半年，南钢股份展示了在疫情特
免疫力” 。 上半年，公司生铁、粗钢、
殊时期的“
钢 材 产 量 分 别 为 509.55 万 吨 、553.47 万 吨 、
485.69万吨，实现净利润14.70亿元。 钢材出口
量达到45万吨，同比增长114%，实现逆势增长。
南钢股份董事长黄一新表示，借力资本市
场，南钢股份从地方钢企蝶变为品种质量领跑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企业、 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
业，“智慧南钢” 力争成为引领行业转型发展
的先锋。
2020年7月，南钢股份“
JIT+C2M” 智能
工厂正式投产。 这是世界首家专业加工高等级
耐磨钢及高强钢配件的智能工厂，也是江苏冶
金行业首家“
5G+工业互联网” 智能工厂。“
南
钢将继续深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以更加
生态、更加智慧、更加科技的身姿，向投资者呈
现新形象。 ” 黄一新说。

助力转型升级
重视研发投入
2000年9月南钢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公司从上市之初的年产钢150万吨飞跃

南钢股份从传统的钢铁制造企业成长为

公司供图
科创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 南钢股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主持、参与制定
标准19项，承担国家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
12项，获得授权专利744件；拥有国际领先产
品14个、国际先进产品40个、国内领先产品21
个、国家重点新产品5项；南钢股份参与的8个
创新项目列入“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9Ni钢领域专利获得中国
专利奖。
近年来， 南钢股份研发投入额及占营收
比稳步上升。 2017年，研发投入11.79亿元，占
同期营收比例为3.14%；2018年， 研发投入
15.36亿元， 占同期营收比例为3.52%；2019
年，研发投入18.23亿元，占同期营收比例为
3.80%。
对比申万钢铁行业A股35家公司，近三年
来南钢股份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排名不断提
升，2017年排名第十二位，2018年升至第 七
位，2019年再升至第六位。
南钢股份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大研发创新
刚性投入，在研发经费投入、试验设施完善、试
验损失计提、合作课题设立、专家费用预算等
方面，每年都有刚性增长指标，并优化制度流
程。 创新激励机制方面，黄一新表示，大胆推出
技术合伙人制度，让创新成果与个人、组织、协
作单位等共同分享。
围绕数字产业化布局，南钢股份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支持公司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
服务业转型发展， 实现钢铁产业链的价值延
伸。对于南钢股份2019年年报，天风证券指出，
注重科技创新，增强公司长期竞争力。

民族工业品牌发展论坛召开

智造生态 数创未来
□本报记者 周文天
9月27日， 以 “智造生态 数创未
来” 为主题的民族工业品牌发展论坛
在江苏南京召开。 众多嘉宾汇聚一堂，
探讨钢铁产业发展趋势，为民族工业品
牌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共祝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20周年。 该论坛由
新华社民族品牌办公室主办、南钢股份
承办。
主旨演讲环节，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
所所长樊纲、 华为中国区智能制造矿业
有色部门CTO顾廷权、中泰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李迅雷进行了精彩的观点分享。
钢铁产业发展要向高质量、绿色化、智能
化转变，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樊纲指出， 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复杂
的变化。 顾廷权认为，在数智化新时代，
传统制造业迎来工业互联网的发展风
口。 “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做大做强数字经
济；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
术变革和优化升级， 推动制造业产业模
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 以增量带动
存量，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 ”
李迅雷指出， 民族工业品牌亟需通
过创新，建立以高质量发展、内需为特征
的模式。

假期将至 白酒市场热度提升
□本报记者 周文天 潘宇静
国庆、中秋假期将至，助推飞天茅台终端市
场热度提升。随着贵州茅台市场价格走高，中高
端白酒企业纷纷跟进涨价。
券商分析师认为， 预计国庆假期期间白酒
动销两旺， 渠道低库存叠加上半年延迟消费回
补，企业业绩有望继续向好修复。

飞天茅台涨价
9月25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北京部分烟
酒店了解到，53度飞天茅台的终端价格在2830
元-2850元/瓶之间， 店主表示货源并不充足，
购买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据了解，有的地区飞天
茅台价格上涨到3499元/瓶。
今年以来，贵州茅台一批价持续上涨，终端
价格随行就市，进入9月份站上2800元/瓶整数
关口。 9月25日，贵州茅台方面表示，为维护茅
台酒市场秩序， 平抑价格，9月25日-28日，4家
茅台直销渠道宣布投放合计9万瓶1499元/瓶
的飞天茅台。 受此影响，茅台价格出现回落，9
月27日，贵州茅台的一批价回落至2760元/瓶。
中泰证券食品饮料团队认为， 贵州茅台直
营放量对平抑价格效果明显， 飞天茅台一批价
小幅回落。 整体看，今年国庆、中秋旺季高端酒
价格坚挺，且量有平稳小幅增长，整体反馈符合
预期。国庆假期之后，按往年经验在控量的情况
下名酒价格有进一步上行动力， 继续看好高端
酒市场表现。
国海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余春生认为，
茅台的品牌价值、稀缺性和产能限制，成为贵州茅
台的“
护城河” 。 随着高收入人群的增多，人均可

新华社图片
支配收入提高，茅台酒的消费和收藏需求将增加。
酒业营销专家蔡学飞表示， 茅台的需求量
一直很大。下半年是白酒消费旺季，很多人认为
茅台是刚需，茅台酒的需求将依然旺盛。

加大投放力度
野村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廖欣宇表
示，茅台供需紧张，未来的销量增长主要受产量
十二五” 新增万吨茅台产能工程今
影响。公司“
年将完成， 预计茅台设计产能将达到4.3万吨，
实际产能约5.6万吨。预计到2024年茅台可供销
量为4.8万吨-5万吨，对应2019年-2024年销量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6.7%-7.8%。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茅台以商超、电商、团
购客户为核心，拓展直销渠道。 截至目前，茅台已
和67家直销渠道商合作，初步完成渠道布局。
据贵州茅台统计，目前已有11家茅台直销
渠道商在国庆、 中秋前投放33.5万瓶平价飞天

茅台。 其中，天猫超市投放3万瓶、物美投放8.5
万瓶、贵州华联投放2万瓶、华润万家投放3万
瓶、重百超市投放2万瓶、河南酒便利投放3万
瓶、酒仙网投放3万瓶。
2020年上半年， 贵州茅台实现营业收入为
439.53亿元，同比增长11.3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226.02亿元，同比增长13.29%。
近年来，贵州茅台在国庆、中秋前投放茅台
酒的数量不断增加。 2019年国庆、中秋假期前，
贵州茅台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市场投放至7400
吨茅台酒，2018年双节前投放7000吨茅台酒，
2017年双节前投放6200吨产品。 目前贵州茅台
还未披露双节前的投放总量。 2020年，贵州茅
台拟投放茅台酒3.45万吨，而2018年和2019年
计划投放量分别是2.8万吨以上和3.1万吨左右。

白酒掀起涨价潮
太平洋证券认为， 白酒陆续进入旺季政策

发布期，高端酒率先启动，经销商对于旺季表现
信心较强。
茅台酒市场价格坚挺， 为白酒行业带来涨
价空间。 自进入6月以来，多家酒企的经销商收
到厂家发来的涨价函， 明确告知提高产品出厂
价。其中，泸州老窖、山西汾酒、洋河等均发布了
提价通知。
泸州老窖于2020年9月10日起， 将52度国
窖1573经典装结算价上调40元/瓶，38度国窖
1573经典装结算价上调30元/瓶。 9月17日，郎
酒股份宣布，青花郎建议零售价调整为1499元
/瓶，并宣布即日起，郎酒对酱香型产品实行计
划配额制。 相较于今年7月的1299元/瓶零售
价，短短两个月时间青花郎涨幅超过15%。
泸州老窖近期表示， 公司旺季备货已经完
成，国窖1573定位高端产品，根据市场供需及
竞争环境确定价格。 9月27日，泸州老窖下发通
知，即日起公司全系产品节前全面暂停发货。接
近泸州老窖的行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按物流时效计算， 今日起接到的订单，无
法在节前到货。 公司全系产品节日前不再接收
订单，以保证节后库存良性。 ”
此外， 洋河梦之蓝M3产品供货价和终端
价均上调，供货价提升20元/瓶，终端建议成交
价分别不低于420元/瓶 （低度）、500元/瓶
（高度）。
东北证券研报显示，餐饮和宴席消费逐渐恢
复，中档酒和次高端酒有望在国庆、中秋期间迎
来一轮较明显的补偿性消费。 当前板块估值虽然
高于历史中枢，但对应行业格局优化，集中度提
升具备合理性。 市场对国庆、中秋白酒动销两旺
普遍乐观，渠道低库存叠加上半年延迟消费的回
补，预计第三季度酒企业绩继续向好修复。

9月26日，国家“东数西算” 产业联盟在甘
肃省兰州市成立。该产业联盟由国家信息中心、
甘肃省发改委、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深圳市发改
委，以及华为、腾讯、滴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等知名企业， 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发
起成立。联盟成立的同时，甘肃省政府与国信中
东数西算” 产业
数投资公司、沙钢集团等设立“
引导基金。
国家“东数西算” 产业联盟致力于搭建东
西部算力供需对接平台， 优化我国东中西部算
力资源协同发展格局，有助于形成自由流通、按
需配置、有效共享的数据要素市场。国家信息中
心主任刘宇南表示， 联盟在有力保障东部地区
数字化发展的同时， 将在中西部地区打造新的
数字经济增长极， 有助于形成以数据为纽带的
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拓展算力资源共享通道
刘宇南指出， 经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
所趋， 数字经济有望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力军、 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主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阵地、增
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引擎。
当前， 我国东部算力资源紧张与西部算力
需求不足情况并存， 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和应用
空间布局亟待优化。 工信部发布的《全国数据
中心应用发展指引（2018）》对全国主要城市
和地区IDC机架供需情况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
果表明，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均存在明显的供
不应求，平均缺口率达到25%。而中西部地区存
在一定的产能过剩。 其中，西部最为明显，供给
超出需求15%以上。
国家“东数西算” 产业联盟旨在解决上述
问题。根据联盟宣言，甘肃省将充分发挥本地能
源和算力资源优势，结合上海、深圳两地数字经
济产业优势，定向承接算力需求。加盟单位将共
同建设西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集群和人工智能
数据治理基地，构建算力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拓
展粤港澳、 长三角数据中心集群与西北人工智
能数据中心集群的算力资源共享通道， 共同推
动区域交流与合作。
甘肃省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介绍，甘肃
省在全国率先编制印发“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
方案，大力完善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成兰州新
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金昌紫金云大数
据、 庆阳华为云计算等一批先进的数据中心，
5G网络建设和应用走在全国前列，在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已有充分积累。

紧抓IDC市场投资机遇
为推进国家“东数西算” 产业联盟试点工
作， 甘肃省政府与上海国信沙普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东数西算” 产业引导基金。
上海国信沙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是国信中
数投资公司、沙钢集团、普洛斯投资（上海）公
司近期共同成立的国家级大数据产业投资基金
（简称“大数据基金” ），资本金为350亿元。 沙
钢集团与国信中数投资公司共同设立上海沙钢
国信大数据母基金（一期）投入50亿元，沙钢
集团将设立的平台公司上海锦寰基金投资管理
公司投入300亿元。
上述基金将主要布局国内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建设，满足IDC市场需求。 根据前瞻产
业研究院数 据 ，2019 年 全 球 IDC 市 场 规 模 为
6903亿元，中国市场为1560.8亿元，从2014年
起中国IDC市场规模每年增长速度均快于全球
的增长速度， 中国市场规模占全球比重持续提
升。 随着数据流量增长，计算（云和边缘）需求
增加，IDC和云厂商固定资产投入也会增加，将
直接促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发展， 未来市场
需求及规模潜力足。
该基金的股东具有深厚的行业背景。 国信
中数由国家信息中心和华融资本在2019年3月
联合发起成立，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云计算与芯片等产业； 沙钢集团此前斥资558
亿 元 收 购 了 第 三 方 数 据 中 心 运 营 商 Global
Switch控股权，形成“钢铁+数据中心” 双主业
发展格局。
据了解，Global Switch目前在伦敦、法兰
克福、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悉尼等8个国
际一线城市运营13个大型数据中心，可供租赁
面积超过38万平方米，总电力容量近400MW，
客户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IBM、微软、苹
果、阿里巴巴、摩根大通、美林银行等300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