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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王贤 王昆 梁晓飞

何欣荣 陈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说，钢铁是一种

革命精神，革命者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钢铁工业的发展史称，钢铁是工业筋骨，

行业之变印证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嬗变。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历经去产能阵痛的

中国钢铁业在改革淬炼下扛住了疫情冲击，

实现超预期增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不

止在书里……

【钢与城】
“走了这么久，鞋子一点都没脏。”与中国

宝武鄂城钢铁有限公司做了 62 年邻居的市

民刘合双说，穿白鞋来鄂钢，就是想看看是不

是真的每一条路都是干干净净的。

2020年，经历起死回生的蜕变后，鄂钢上

榜绿色制造名单；湖北鄂州也跻身全国文明城

市。绿色钢厂与文明城市在这里交相辉映。而

5年前，这座因钢而兴的城市却陷入漩涡。

2015 年，钢铁行业多年高速发展累积的

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产能过剩加剧行业

恶性竞争，钢材价格降至 20 年来最低，全行

业由盈转亏，亏损额超过 800 亿元，行业进入

至暗时刻。生死攸关之际，鄂钢以浴火重生的

决心踏上转型升级之路。

彼时，正值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相继出台一系列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举

措。

2016 年，全国化解过剩产能 6500 万吨，

钢材价格触底反弹；宝钢、武钢合并，为提高

钢铁行业集中度破局；2017 年，全国约 1.4 亿

吨“地条钢”产能全部出清，市场秩序明显改

善；2018 年，全国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1.5 亿

吨，提前完成“十三五”时期上限目标；2019
年，全国粗钢产能利用率大幅上升 ……

紧跟全国改革步伐，鄂钢华丽转身。2016
年扭亏为盈；2018 年纳入中国宝武一级子公

司，同年利润填补历年亏损；“十三五”时期，

先后投入 40 多亿元，绿色智慧型城市钢厂初

见雏形。

鄂钢是我国钢铁行业转型发展、重塑活

力的缩影。福建三钢从自身脱困到支撑城市

发展，辽宁鞍钢完成从靠山到靠海的迁徙，河

北唐钢实现从靠海到靠港的跃进，山东济钢

发生了从“排污大户”到“纳污大户”的重大角

色转变……

2020 年，尽管遭受疫情冲击，纳入重点

统计的钢铁企业利润从 6 月起便实现同比正

增长，资产负债率同比持续下降，全年利润有

望与去年持平。

【钢与韧】
7月底，一家知名新能源企业找到太钢精

密带钢公司，希望它能开发一种 0.015毫米厚

400毫米宽的钢片，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

0.02 毫米的“手撕钢”是当时设备设计的

极限尺寸。面对客户的新要求，太钢精密带钢

组织攻关团队，加班加点，几经测试，终于成

功轧制出 0.015 毫米厚 400 毫米宽的钢片。

“手撕钢”的厚度又薄了 0.005 毫米！市

场需求倒逼技术突破，也印证了钢铁行业产

能过剩的核心，其实是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

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在“手撕钢”项目上马前，太钢精密带钢

的主要产品是 0.5 毫米不锈钢材料。从 0.5 毫

米到 0.02 毫米，再到 0.015 毫米，为了这些用

头发丝粗细才能描述的厚度，太钢人经历了

700 多次失败后，一举成为全球唯一可批量

生产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的企业。

助力“嫦娥”月球“挖土”，参与“人造太

阳”计划……太钢集团通过持之以恒的创新

攻关，掌握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笔尖

钢、“手撕钢”、核电用钢等高精尖特缺钢铁新

产品。

“嫦娥”登月创造“中国高度”,“蛟龙”潜

海成就“中国深度”,高铁飞驰刷新“中国速

度”,这些都离不开钢铁行业不懈追求创新的

韧劲。

【钢与绿】
走进位于河北唐山曹妃甸的首钢京唐钢

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首钢人递过一瓶饮用

水，颇为骄傲地说：“我们自己生产的，放心

喝！”钢厂能产饮用水？故事要从炼一吨钢需

要多少水说起。

现已年过八旬的钢铁冶金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殷瑞钰回忆，上世纪 90 年代，他去

国外钢铁企业考察，问人家吨钢耗水多少，对

方说“几吨吧”，他嘀咕：“能够吗？”

谈起钢与水，1984年就投身钢铁行业的冶

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新创颇有感触。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参与

钢铁行业节水标准的制订。 咱下转 P2暂

12月 22日，重庆两江半导体产业园（重庆

芯中心）首批企业集中签约暨展厅开放仪式在

两江新区举行。首批 15家企业签约入驻。

重庆两江半导体产业园（重庆芯中心）是

两江新区重点发展和支持的项目之一，由武

汉东湖高新集团和两江产业集团携手打造并

建设运营，总占地面积 377 亩，建筑面积约

44 万平米，致力于建设成为以半导体产业为

核心，IC 设计为重点，辐射汽车电子、人工智

能、物联网、智能终端等产业，承载公共服务

平台、产业创新孵化、研发设计总部、产业应

用延伸等功能的特色园区，着力打造中国西

部半导体发展新引擎、重庆半导体产业创新

示范基地。

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段成刚，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杰，重庆市经信委副主

任刘忠，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李顺，两江投资集团董事长李谨，两江产业集

团董事长李毅，北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两江新区水土工业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吴萍，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董事长杨涛等出席

签约仪式。

王志杰在致辞中表示，半导体产业关系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是引领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确定了明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强化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居第一位。当前，重庆正

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把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作为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优化完善“芯屏

器核网”全产业链、“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

“住业游乐购”全场景集，高水平打造“智造重

镇”、建设“智慧名城”。今年 1-11 月，两江新

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1656 亿元、同比增

长 13.6%，正逐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汽车产

业朝着智能化、高端化、电动化方向转型升

级，逐步形成软件和硬核科技共生的产业生

态。两江新区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更多的企业家加入两

江新区半导体产业“朋友圈”。

刘忠表示，重庆作为国内最早发展大规

模集成电路的城市之一，半导体产业底蕴深、

基础牢、氛围浓，经过多年的“补链、延链、强

链”，已集聚半导体企业超 50 余户，产业发展

前景广阔。下一步，重庆将统筹产业布局、载

体建设、要素保障、产业配套等工作，进一步

加强产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产品价值链、

技术创新链“四链”融合，以更大力度推动半

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杨涛表示，两江半导体产业园一期 15栋

研发办公楼宇及标准厂房已基本完成封顶，预

计明年 12月建成交付投用。截至目前，园区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8 亿元，储备签约入驻

项目 15个，招商面积近 5 万方，预计总投资 5
亿元，项目达产后年产值约 10 亿元。下一步，

两江半导体产业园将引进产业链上下游优质

企业，协同京东方、莱宝科技、万国半导体等多

家当地代表企业，助推重庆半导体产业蓬勃发

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作为签约企业代表，中科院广州化学研

究所董事长胡美龙表示，广州化学研究所作

为中国科学院旗下的综合性创新研发及产业

化机构，自 2018 年以来，已经在两江新区投

资超过 7000 万元，打造了一个全新模式的中

科院广州化学西部研究院。作为重庆两江半

导体产业园入园的第一家机构，将在水土新

增投资 1.5 亿元，建设一个集科研、检测、成

果转化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

重庆致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孟波谈

到，致贯科技从 2015 年开始布局两江新区，

是一家致力于功能性柔性材料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及为客户提供智能化装备服务方案的

综合性服务商。明年起，将在园区增加 1.2 亿

投资，打造以石墨烯柔性材料为代表的研发

生产设计基地和致贯科技国内运营结算中

心，预计将实现产值约 5 亿元。

当前，两江新区已聚集 IC 设计、晶圆制

造、半导体封装测试以及材料、半导体应用研

发、半导体支撑平台等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

业，汇聚万国半导体、紫光集团、奥特斯、超硅

半导体等行业领先企业，还建成深港半导体

集成电路设计应用培训及设计孵化基地，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渊陈昕冤

泛华集团
将积极参与南阳市

“健康养生之都”建设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冤 12 月 21 日，企

业家日报社特聘副社长、中国企业家联谊会

秘书长单恒伟，泛华集团副总裁张峰一行前

往河南省南阳市，与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副

市长范勇，市委常务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

任康连星，市招商会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

峰，市中医药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斌等

领导见面，洽谈美丽健康产业育城中心项目

合作，助力医圣张仲景故里———南阳市打造

“健康养生之都”建设。张文深对单恒伟、张峰

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南阳市经

济发展情况。

张文深介绍说，目前，南阳市的医药产业

综合产值已达 330 亿元，已成为南阳市富民

强市的一个重要产业。今年，南阳市还将突出

“传承创新发展”主题，积极创建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示范区，把南阳打造为“世界艾乡”、

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全国中医药健

康养生之都、全国仲景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和

全国道地中药材物流基地。南阳市还将重推

张仲景健康城重大专项，打造全国健康养生

之都。

张峰介绍了泛华集团的情况，他说，近年

来泛华建设产业育城平台一直以“为城市创

造价值”为核心，以“新基建”为战略基础、以

数据为生产要素，打造了创意设计工场、产业

数字港、产业育城学院、科创工场以及产业金

融科技应用中心等五大功能模块，推动建设

行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同时，围绕区

域主导产业，泛华建设产业育城平台将以建

设产业为支点，以供应链金融为翅膀，以科创

为动能，重构产业生态，推动地方新型城镇化

区域经济发展，践行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战

略，形成可持续发展转变增长方式，为行业中

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促进城市产业经

济向更高层级跃升，为城市新动能的塑造提

供新思路和新的解决方案，为区域的高质量

发展赋能。

据了解，作为医圣张仲景故里，南阳的医

药事业发展在全国地级市位居前列，孕育出

了宛西制药、福森药业、全宇制药等一批上市

公司和龙头医药企业。同时，南阳市全市艾草

种植面积 24 万亩，艾制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

达 70%，年销售额近百亿元。

南阳市是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

全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区域城

市、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市。2019 年 1
月南阳市挂牌成立了全国首个地市级中医药

发展局，作为政府 36 个组成部门之一，实现

了中医药事业、产业管理体制的新突破。此前

的 2012 年，南阳市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正处

级规格的中医药管理局，开全国地市级中医

药管理体制之先河。

“重庆芯”朋友圈扩容
重庆两江半导体产业园首批企业签约入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钢铁业在改革中实现超预期增长

荫两江半导体开园签约仪式。 冉雨琳 摄

荫兼具废水净化功能的鄂钢厂区花溪湿地公园

荫太钢员工展示用手撕开 毫米厚的
超薄带状不锈钢

荫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热膜耦合式海
水淡化设备

荫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上
海 宝 山 基 地 的 冷 轧 厂

热镀锌智能车间
荫太钢超薄带状不锈钢立
体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