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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1 月 29 日，工信部发布《原材料工业两化深度融合推进计划》，提出到 2018 年底，列

为试点的 122 家原材料企业均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建设 6-8 个行业关键共性技

术创新平台；打造 15-20 家标杆智能工厂等。 

评论： 

信息化与智能化深度发展与融合、传统原料制造向智能材料研制升级 

对比海外先进制造企业，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企业普遍在信息技术与智能生产环节存在

较大差距。具体到钢铁行业而言，对比海外的钢企巨头，这种差距更为明显。目前，国内大

部分重点钢企仍停留在简单的原材料加工或制造阶段，离市场所急需的材料制造商距离尚远，

竞争力亟需提高。 

长期来看，经过 10 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钢铁行业将无法扮演国民

经济的支柱行业；而根据海外成熟经济体多年的经验，钢铁行业的必然发展方向就是向国民

经济基础性行业转型。对应到具体需求变化看，未来的原料制造业需要面对更多高端制造的

锻造需求与研发需求，由原料制造向材料制造升级。 

因此，结合本次“计划”看，工信部将在钢铁行业中，优先挑选“尖子生”率先培育。 

根据“计划”公式的标准看，“尖子生”将主要从管理端、生产端、研发端、信息平台

端与流通端的龙头企业中挑选。在未来培育规划方面，力争以点带面，树立行业标杆，通过

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技术运用与政策指导，实现传统制造业的全面智能化升级。  

图 1：原材料工业两化深度融合推进计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工信部，中信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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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升级，整合提速行业大势所趋 

从工信部此次推进计划看，各制造业各子板块均会树立明确的发展标杆企业。且随着计

划的平稳推进，相信在未来，我国传统制造业必将快速走上整合发展的大路。 

聚焦到钢铁行业，通过对比海外的钢铁行业，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内的行业集中度明

显低于西方发达体系。而具体解读此次计划，我们可以明确看到，计划细节详实，对行业的

整合方向与路径有清晰规划。在完成行业升级的同时，未来将有望以管理端、生产端、研发

端、信息平台端与流通端作为切入点，以标杆性企业为圆心，实现行业的有序整合。 

图 2：中国与海外钢铁行业市场产业集中度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3：美国钢铁行业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产业信息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投资策略：龙头钢企与细分板块巨头有望获益 

正如我们的年终策略报告所提示，2015 年龙头钢企与细分板块巨头预计将进入较好的

发展周期。而受益本次计划，我们更加坚定之前的判断。 

具体到本次计划的直接获益企业，我们认为有三家公司将率先获益： 

首先，因制造环节与管理环节的优异表现，被直接列为“尖子生”的宝钢股份毫无疑问

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公司多项管理体系均为行业标杆，且经过 2014 年的产能优化后，

宝钢股份有望在 2015 年借政策东风更好的诠释“榜样”的力量。 

其次，考虑到区域地位与资源体量等多元化制造流程概念，包钢股份有望在未来明确成

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示范企业。作为稀土钢铁双概念的巨无霸资源性企业，包钢股份有望在两

化融合与关键技术创新平台两个维度引领行业标准提升。 

最后，考虑到电商物流与大数据应用，对目前的钢铁行业而言，上海钢联无疑是最为耀

眼的“双子星”。公司在电商物流方面，是目前在业务体量与业务深度方面，表现最为出色

的三方平台；而在大数据平台方面，公司的“云终端”是业内首屈一指的数据平台，且正在

通过电商业务发展，大力研发大数据应用业务。因此，在未来，上海钢联有望顺势而上，进

一步树立电商业务与大数据平台的标杆地位。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风险；政策执行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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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重点相关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估值及评级 

股票 股价 EPS（元） PE（倍） 
PB 倍 评级 

简称 元 2014E 2015E 2016E 2014E 2015E 2016E 

宝钢股份 6.05 0.35 0.46 0.57 18  14  11  0.9 买入 

包钢股份 5.03 0.04 0.15 0.19 107  28  22  4.3 增持 

上海钢联 92.8 0.02 0.2 0.39 4050  405  208  33.6 买入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股价为 2015 年 1 月 29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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