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数字化 布局新产业

南钢股份打造绿色智慧高科技新产业模式

□本报记者 周文天

近几年，南钢股份在中国钢铁冶炼行业中的综合竞争排名一直在提升，南钢股份董事长黄一新多次提出要把南钢打造成科技型企业。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新华社民族品牌南钢股份，感受绿色、智慧、高科技的南钢。

钢铁制造也能“私人定制”

钢铁企业一直被外界贴上“傻大黑粗”的传统形象，好像与科技型企业并无关联。

工业智能化、数字化在传统产业的转型中得到应用，作为传统冶金企业，南钢股份早已经布局构建智慧钢铁生态。 “智慧制造”早已成为南钢股份的一块“金字招牌” 。 南钢股份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两化深度

融合示范企业、工信部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企业等称号，以及中国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A+级（极强）、工信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等荣誉。

黄一新董事长给出的解释是“数字技术能够重塑甚至颠覆传统企业，传统企业嫁接数字技术是可以成为科技型企业的” 。

黄一新认为，南钢股份在“十三五”期间就提出要创建“国际一流受尊重的企业生命智慧体”企业愿景，率先倡导“JIT+C2M”（准时制生产方式+客户对工厂）生产模式，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

2018年，南钢提出工业品“C2M”概念，即从生产端直接到消费端，开始是大客户ToB，后来又到小客户ToC，这个实现比较难，需要有高精度高质量零件化来满足低中端用户需求，把工业品制成消费品。 近几年，随着5G技术的成

熟，南钢提出用5G+工业互联网结合JIT模式，打造“JIT+C2M”智能制造灯塔工厂，解决行业痛点，满足终端客户需求，这是一种科技+商业模式创新。

南钢股份的智能工厂，运用5G、集成智能机器人、无人立体仓储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南钢产业链服务能力，助力南钢进军机械装备智能深加工细分领域。

公司介绍，“JIT+C2M”智能工厂不仅是江苏冶金行业首个“5G+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还是世界首个专业加工高等级耐磨钢及高强钢配件的智能工厂。

此外，南钢股份在“十四五”期间将推行数字工厂建设，运用“5G+互联网+边缘计算/云计算”新技术，把南钢股份在线工艺装备人机互联、场景互联，把数字工厂产生的大数据运用到经营层面，用大数据进行经营、运营及智能

决策。

南钢股份还要成立C2M互联网平台，其管理层提出“一切业务数字化，一切数字业务化”“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 ，把南钢股份真正变成一个平台型的企业。

正如黄一新预言：“数字化技术赋能的工业产业互联网风口已经来临，但是工业产业的互联网巨头尚未出现，会不会来自传统制造行业，极有可能！ ”未来，南钢股份将从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变成绿色、智慧、高科技的新的产业形

态和产业模式。

“钢铁侠”裂变出“IT牛企”

自2013年以来，南钢股份研发投入持续保持在3%以上，南钢股份及旗下的金恒科技、宿迁金鑫是高新技术企业。

金恒科技前身是南钢的信息化建设推进部门，现在已成为南钢数字化自主研发创新平台，并于2017年成功在新三板挂牌，注册资本1.8亿元。 经过8年的发展，金恒科技净资产由0.3亿元增长到目前的3.6亿元，增长了11倍，人员由

最初的52人发展到目前的800人。 信息化改变了南钢股份传统冶金行业的形象，也为其转型高科技产业集团奠定了基础。

数字化建设也提升了南钢股份的生产力，公司铁、钢、材产量连年提升，2018年首次实现了数代建设者梦寐以求的“破千”梦想，2019年生产精品钢1097万吨。

这些年，金恒科技加大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冶金机器人、物联网智能装备等领域的研发、应用和市场开拓，研发投入占比保持在11%以上，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31.85%，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36.72%。

金恒科技已成功为宝武集团、中信特钢、兰州石化、汇鸿集团、可口可乐（中国）、伊利乳业等百余家企业提供ICT产品和智能制造服务，无人抓渣行车、自动焊标牌机器人、连铸自动加保护渣机器人等一批明星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超过50%，深得用户好评。

除了自主研发之外，南钢股份还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南大学等合作，共同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研发。

智能装备应用场景丰富

当前，南钢股份整体装备从大型化、现代化、信息化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主体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拥有较为丰富的智能装备应用场景。

南钢股份有先进的检测系统。 原料粒度识别系统通过AI（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对矿焦颗粒尺度进行在线计算、分布统计；对高炉入炉原料粒度大小进行实时检测，快速、准确地提供粒度信息。 该系统可应用于焦炭、矿石、

烧结矿等粒度检测工作。 钢板表面尺寸检测系统采用光学检测设备和电磁超声检测设备配合相应的执行机构、智能算法和软件，完成板材信息的获取、处理及传输。

自主研发废钢验收检测判级系统。 在过去的废钢质检工作中，质检环境不便捷、质检人员需频繁上下车，质检结果不稳定，标准不统一，人为因素掺杂较多，整车废钢料型相似、密度过大，检验过程粗放、统计不精确等问题较严

重。 废钢验收检测判级系统可通过摄像头采集图片，远程识别废钢；利用人工智能建模进行废钢识别、异物识别和级别判定；通过图像分割、多尺度样本训练等实现智能识别和精准统计，使得废钢识别效果大幅增强。

南钢股份还有精整产线机器人。 精整探伤样棒库机器人具有智能定位、样棒自动存取、样棒规格及型号等综合信息查询、样棒使用历史追溯及寿命预判等功能，实现样棒智能化管理。 精整圆棒缺陷修磨机器人利用视觉识别探

伤后缺陷位置，引导修磨位置；精确控制修磨压力，保证修磨质量、精度和稳定性；开发智能修磨数学模型，制定动态调整修磨策略和修磨参数。

除了上述智能装备应用场景外，钢板表面缺陷系别系统、废钢场地3D扫描无人行车、全自动冲击实验室、无人行车应用等同样是南钢股份“数智”发展的有力探索。

南钢股份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做强钢铁产业，重点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产业的发展。南钢股份还将致力于打造具有自我感知、自我学习、自我决策、自我迭代、自我进化等功能的企业

智慧生命体，实现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增长，构建以钢铁新材料为核心的相互赋能、复合成长的产业链生态圈，将南钢股份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商。

南钢股份国际一流中厚板精品基地 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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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预测

今年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约1702亿

□本报记者 张兴旺

9月16日， 中国信通院发布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白皮书

（2020年）》（简称《白皮书》）

指出，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呈

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预计2020

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约为

1702亿元，增速约为8.85%。

产业规模高速增长

《白皮书》指出，我国网络

安全产业规模呈现持续高速增

长态势。 2019年我国网络安全产

业规模达到1563.59亿元， 同比

增长17.1%， 预计2020年产业规

模约为 1702亿元 ， 增速约为

8.85%。

从全球市场来看，2019年全

球 网 络 安 全 产 业 规 模 达 到

1244.01亿美元， 预计2020年增

长至1278.27亿美元。 从增速上

看，2019年全球网络安全产业增

速为9.11%， 达到自2014年以来

最低值。 受疫情影响，2020年最

新预期增速远低于2019年12月

的预测值，约为2.75%。

《白皮书》指出，随着网络

安全行业的迅猛发展，现有网络

安全产品和服务基本从传统网

络安全领域延伸到了云、 大数

据、物联网、工业控制、5G和移动

互联网等不同的应用场景。 基于

安全产品和服务的应用场景、保

护对象和安全能力，我国网络安

全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基础安全、

基础技术、安全系统、安全服务

等多个维度，网络安全产品体系

日益完备，产业活力日益增强。

上市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白皮书》认为，我国网络

安全企业发展总体良好， 上市

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在营收规

模方面， 企业营收规模总体呈

稳定增长态势。 10家上市网络

安全企业2019年平均营收规模

为16. 82亿元，较2018年的13. 23

亿元增长27. 08%。 在净利润方

面，10家企业平均净利润增速

稳步提升， 企业盈利能力出现

分化。 10家上市网络安全企业

2019年平均净利润为2. 69亿元，

较 2018 年 的 2. 25 亿 元 增 长

19. 39%。 其中，深信服、绿盟科

技、启明星辰和迪普科技4家企

业的净利润增速稳健， 主要源

于企业在安全领域的持续深耕

和战略化业务布局。

《白皮书》指出，科创板为

具有成长性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网络安全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

渠道和规模扩张机遇。截至2020

年7月， 科创板已上市的网络安

全相关企业共计5家， 分别为安

恒信息、山石网科、安博通、奇安

信和云涌科技。 另有信安世纪等

众多优质企业正在进行科创板

上市准备。 5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2019年平均营收规模为10.54亿

元，较2018年增长56.12%。

招商证券指出，目前国内网

安产业已经经过多年核心技术

的积累，进入以产品形态、解决

方案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新阶段。

企业业务复杂度增加、信息安全

防护压力增大， 催生零信任架

构。 零信任架构通过对用户和设

备的身份、权限、环境进行动态

评估并进行最小授权，能够比传

统架构更好地满足企业在远程

办公、多云、多分支机构、跨企业

协同场景中的安全需求。

开源证券认为，国家对5G和

新基建的投入力度加大，将有望

带来新的安全建设需求。

旺季来临 纸价持续上涨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实习记者 金一丹

继晨鸣纸业调高纸价后，亚

太森博等造纸公司近期也陆续

发布涨价函。 纸价上涨带动相关

上市公司股价上涨，也促使造纸

厂不断扩大产能。

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币升值

以及严格的“限塑令” ，助推了

造纸行业发展。

价格上涨

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家造纸

公司陆续发布涨价函。

晨鸣纸业自6月20日起针

对铜版纸系列产品提价200元/

吨；APP文化用纸有限公司自7

月1日起针对金东、金海生产的

全系各纸种价格在6月基础之

上上调200元/吨；太阳纸业自7

月1日起针对铜版纸、双胶纸上

调200元/吨。 日前，亚太森博、

大河纸业、 江河纸业等纸厂再

发涨价函，分别对双胶纸、静电

复印原纸、 铜版纸等文化纸纸

种上调300元/吨。

在纸品涨价的带动下，造纸

行业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应声

上涨。 截至9月18日收盘，造纸指

数报收3821.42点，涨幅为0.5%，

近半年来累计涨幅达21.99%。 其

中，华泰股份、晨鸣纸业、太阳纸

业近5个交易日股价累计分别上

涨4.01%、5.94%、6.98%，60个交

易日 累计 分别上 涨 18.42% 、

19.85%、52.09%。

纸价上涨也促使造纸厂不

断扩大产能。 太阳纸业表示，预

计今年下半年及2021年将为公

司产能投放高峰期。 至2021年

底， 公司文化纸/箱板瓦楞纸产

能有望扩张约50%；生活用纸产

能亦有望增加至32万吨，进入行

业第二梯队。 山鹰纸业公告称，

公司将总额不超50亿元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年产100万吨制浆及年产100万

吨工业包装纸项目 （一期）、浙

江山鹰纸业77万吨绿色环保高

档包装纸升级改造项目及补充

流动资金， 以扩产提高市场份

额。景兴纸业拟投资6.87亿元，建

设年产12万吨天然抗菌高品质

生活用纸项目。

中金公司表示，9月中旬，市

场正在进入旺季，包装纸价整体

稳中有涨。 随着后续外需复苏、

国内电商需求释放，价格有望继

续走高。

两大因素助推

人民币升值降低了造纸行

业的生产成本。 外汇交易中心数

据显示，9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

中间价调升84个基点，报6.7591

元；本周累计调升798个基点。

业内人士表示，造纸行业是

我国第三大使用外汇的行业。

由于我国适合用作纸浆的林木

资源较少， 同时废纸循环利用

率低， 导致纸浆等原材料大量

依赖进口。 近期人民币升值，将

有助于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

利好造纸行业。

此外， 史上最严的 “限塑

令” 助推了造纸行业需求增长。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发布《禁止、限制生产、销售

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征求意

见稿）》。 通知要求，明年1月1日

起，将对零售、线下餐饮、外卖、

电商等各大领域全面禁用塑料

袋、塑料餐具及塑料吸管等。

华西证券表示，国家全面限

制不可降解塑料使用，预计纸基

材料及生物降解塑料都将成为

行业新宠。 仅从快递、外卖等四

大领域143万吨的替代需求量考

虑，如果按每吨平均售价2.5万元

计算，2025年我国可降解塑料市

场规模将达到358亿元。

蚂蚁集团科创板首发申请过会

有机构给出2.5万亿元目标市值

□本报记者 黄一灵

历时25天， 蚂蚁集团科创板闯关

成功。

9月18日晚，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公

告，蚂蚁集团首发申请获通过。 蚂蚁集团

过会，标志着科创板将迎来一家强科技属

性的互联网公司。 从8月25日蚂蚁集团

IPO申请获得受理至今，其科创板审核环

节用时25天，仅次于中芯国际。

25天过会

蚂蚁集团的科创板之旅源于 8月

25日。

8月25日，上交所受理蚂蚁集团的科

创板上市申请。 8月30日，蚂蚁集团科创

板IPO审核状态变更为“已问询” 。

随后上交所就相关问题对蚂蚁集

团进行问询。 根据9月7日公布的问询

函回复，蚂蚁集团共被问及6大类21个

问题， 涵盖发行人股权结构及董监高

基本情况、发行人业务、公司治理与独

立性、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重

大事项提示和风险因素等， 回复内容

长达197页。

9月9日， 上交所披露蚂蚁集团第二

轮问询回复，在这轮回复中，蚂蚁集团集

中回复了关于监管政策变化、市场竞争情

况、股份支付、H股信息披露、重大事项提

示5个问题。

9月18日，蚂蚁集团上会，上交所科

创板上市委员会最终给出同意蚂蚁集团

发行上市的审议结果。 根据相关上市流

程， 过会后下一步将报送证监会注册，同

意注册后， 蚂蚁集团即可启动上市发行。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预计蚂蚁集团将于10月20日前后

完成上市。

截至目前，创科创板最快登陆速度的

是中芯国际，从6月1日申报获得受理，到

6月19日过会，再到7月16日上市，一共用

时46天。

研发投入不断加大

招股书显示，本次蚂蚁集团的募资金

额拟用于投资四大项目：30%用于助力数

字经济升级项目、10%用于加强全球合作

并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40%用于进一步

支持创新及科技的投入、20%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及一般企业用途）。

从募集用途来看，蚂蚁集团无疑更注

重科技方面的投入与发展。此前公开的招

股文件显示， 蚂蚁集团技术人员占比

64%，覆盖所有业务线；目前在全球40个

国家或地区拥有专利或专利申请， 共计

26279项， 其中6382项已经获得授权，

40%布局在中国；公司在区块链领域连续

4年专利申请全球第一，累计专利授权数

212件，位居全球第一；其数据库产品O-

ceanBase性能全球第一。

近年来，蚂蚁集团一直在加大研发方

面投入。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蚂

蚁集团的研发费用分别为47.89亿元、

69.03亿元和106.05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7.32%、8.05%和8.79%。 2020

年上半年， 蚂蚁集团研发费用为57.20亿

元，占营收的比例为7.89%。

持续不断的研发让蚂蚁集团收获回

报。 目前，蚂蚁集团的营收总共由三大门

类构成， 分别是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数

字金融科技服务、创新业务及其他。 今年

上半年，这三大类收入占总营收的比例分

别为35.86%、63.39%和0.75%。 中国证券

报记者发现，蚂蚁集团在回复问询函时曾

强调，蚂蚁集团多个业务板块目前尚无可

比公司。

此外，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蚂蚁

集团或将在9月24日召开的外滩大会上，

全面展示蚂蚁集团科技的全貌。

有望引发示范效应

蚂蚁集团本次计划在A+H同步上

市。 据悉，蚂蚁集团已成为全球最大独角

兽，蚂蚁集团的上市也可能成为今年全球

规模最大的IPO。 此前有消息称，蚂蚁集

团在两地上市计划中目标估值为2250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1.55万亿元）。

中泰证券认为，蚂蚁集团的估值水平

可参考国内外互联网公司及支付公司，

“PayPal作为全球第三方支付的龙头公

司，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支撑其高估值水

平，PE中枢在45倍至50倍；考虑蚂蚁集团

模式的特点和稀缺，纳入腾讯、阿里巴巴、

东方财富等作为可比参考估值。 ”

中泰证券结合PayPal、腾讯、阿里巴

巴、东方财富等可比公司估值，同时考虑

金融业务利润占比， 给予蚂蚁集团45倍

至 60倍PE， 对应 2020年目标市值为

18720亿元至2496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一家领跑的科技公

司，蚂蚁集团登陆科创板后有望引发示范效

应，吸引更多优质科技公司上市。 上交所副

总经理刘逖日前表示，随着蚂蚁集团、京东

数科、 吉利汽车等企业申报科创板上市，预

计年内科创板总市值有望超过5万亿元。

钢铁制造也能“私人定制”

钢铁企业一直被外界贴上 “傻大

黑粗” 的传统形象，好像与科技型企业

并无关联。

工业智能化、数字化在传统产业的

转型中得到应用，作为传统冶金企业，

南钢股份早已经布局构建智慧钢铁生

态。“智慧制造”早已成为南钢股份的

一块“金字招牌” 。 南钢股份先后获得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两化深度

融合示范企业、工信部制造业“双创”

平台试点示范企业等称号，以及中国钢

铁企业综合竞争力A+级（极强）、工信

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等荣誉。

黄一新董事长给出的解释是 “数

字技术能够重塑甚至颠覆传统企业，传

统企业嫁接数字技术是可以成为科技

型企业的” 。

黄一新认为， 南钢股份在 “十三

五”期间就提出要创建“国际一流受尊

重的企业生命智慧体” 企业愿景，率先

倡导“JIT+C2M”（准时制生产方式+

客户对工厂）生产模式，满足客户个性

化定制需求。

2018 年 ， 南 钢 提 出 工 业 品

“C2M” 概念，即从生产端直接到消费

端，开始是大客户ToB，后来又到小客

户ToC，这个实现比较难，需要有高精

度高质量零件化来满足低中端用户需

求，把工业品制成消费品。 近几年，随着

5G技术的成熟，南钢提出用5G+工业互

联网结合JIT模式， 打造“JIT+C2M”

智能制造灯塔工厂， 解决行业痛点，满

足终端客户需求， 这是一种科技+商业

模式创新。

南钢股份的智能工厂，运用5G、集

成智能机器人、 无人立体仓储等新技

术， 进一步提升了南钢产业链服务能

力，助力南钢进军机械装备智能深加工

细分领域。

公司介绍，“JIT+C2M” 智能工厂

不仅是江苏冶金行业首个 “5G+工业

互联网” 智能工厂，还是世界首个专业

加工高等级耐磨钢及高强钢配件的智

能工厂。

此外，南钢股份在“十四五” 期间

将推行数字工厂建设，运用“5G+互联

网+边缘计算/云计算” 新技术，把南钢

股份在线工艺装备人机互联、 场景互

联，把数字工厂产生的大数据运用到经

营层面，用大数据进行经营、运营及智

能决策。

南钢股份还要成立C2M互联网平

台，其管理层提出“一切业务数字化，

一切数字业务化”“产业智慧化，智慧

产业化” ，把南钢股份真正变成一个平

台型的企业。

正如黄一新预言：“数字化技术赋

能的工业产业互联网风口已经来临，但

是工业产业的互联网巨头尚未出现，会

不会来自传统制造行业，极有可能！ ”

未来，南钢股份将从一个传统的制造业

变成绿色、智慧、高科技的新的产业形

态和产业模式。

“钢铁侠”裂变出“IT牛企”

自2013年以来，南钢股份研发投入

持续保持在3%以上，南钢股份及旗下的

金恒科技、宿迁金鑫是高新技术企业。

金恒科技前身是南钢的信息化建

设推进部门，现在已成为南钢数字化自

主研发创新平台， 并于2017年成功在

新三板挂牌，注册资本1.8亿元。 经过8

年的发展， 金恒科技净资产由0.3亿元

增长到目前的3.6亿元，增长了11倍，人

员由最初的52人发展到目前的800人。

信息化改变了南钢股份传统冶金行业

的形象，也为其转型高科技产业集团奠

定了基础。

数字化建设也提升了南钢股份的

生产力，公司铁、钢、材产量连年提升，

2018年首次实现了数代建设者梦寐以

求的“破千” 梦想，2019年生产精品钢

1097万吨。

这些年，金恒科技加大了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冶金机器人、物

联网智能装备等领域的研发、应用和市

场开拓， 研发投入占比保持在11%以

上，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31.85%，净利

润年复合增长率为36.72%。

金恒科技已成功为宝武集团、中信

特钢、兰州石化、汇鸿集团、可口可乐

（中国）、 伊利乳业等百余家企业提供

ICT产品和智能制造服务，无人抓渣行

车、自动焊标牌机器人、连铸自动加保

护渣机器人等一批明星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超过50%，深得用户好评。

除了自主研发之外，南钢股份还与

北京科技大学、东南大学等合作，共同

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研发。

智能装备应用场景丰富

当前， 南钢股份整体装备从大型

化、现代化、信息化向智能化、数字化、

绿色化发展， 主体装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拥有较为丰富的智能装备应用

场景。

南钢股份有先进的检测系统。原料

粒度识别系统通过AI （人工智能）图

像识别技术，对矿焦颗粒尺度进行在线

计算、分布统计；对高炉入炉原料粒度

大小进行实时检测，快速、准确地提供

粒度信息。该系统可应用于焦炭、矿石、

烧结矿等粒度检测工作。钢板表面尺寸

检测系统采用光学检测设备和电磁超

声检测设备配合相应的执行机构、智能

算法和软件，完成板材信息的获取、处

理及传输。

自主研发废钢验收检测判级系统。

在过去的废钢质检工作中，质检环境不

便捷、质检人员需频繁上下车，质检结

果不稳定，标准不统一，人为因素掺杂

较多，整车废钢料型相似、密度过大，检

验过程粗放、 统计不精确等问题较严

重。废钢验收检测判级系统可通过摄像

头采集图片，远程识别废钢；利用人工

智能建模进行废钢识别、异物识别和级

别判定；通过图像分割、多尺度样本训

练等实现智能识别和精准统计，使得废

钢识别效果大幅增强。

南钢股份还有精整产线机器人。

精整探伤样棒库机器人具有智能定位、

样棒自动存取、样棒规格及型号等综合

信息查询、样棒使用历史追溯及寿命预

判等功能，实现样棒智能化管理。 精整

圆棒缺陷修磨机器人利用视觉识别探

伤后缺陷位置，引导修磨位置；精确控

制修磨压力，保证修磨质量、精度和稳

定性；开发智能修磨数学模型，制定动

态调整修磨策略和修磨参数。

除了上述智能装备应用场景外，钢

板表面缺陷系别系统、 废钢场地3D扫

描无人行车、全自动冲击实验室、无人

行车应用等同样是南钢股份“数智”发

展的有力探索。

南钢股份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产业

发展，做强钢铁产业，重点发展先进钢

铁材料；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工业互联

网等新产业的发展。 南钢股份还将致

力于打造具有自我感知、自我学习、自

我决策、自我迭代、自我进化等功能的

企业智慧生命体，实现从线性增长到指

数增长，构建以钢铁新材料为核心的相

互赋能、复合成长的产业链生态圈，将

南钢股份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商。

拥抱数字化 布局新产业

南钢股份打造绿色智慧高科技新产业模式

□本报记者 周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