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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寄语Editor's

Remarks

不忘来时路，谨怀远方心。

公元前138年，一支驼队走向大漠，探索中国的

远方。两千多年来，一条丝路横贯中西，驼铃晃动

耀世光芒。跨越时空，远方一直是人类追逐的永恒

梦想。

从2013年“一带一路”首次提出，就一直作为

热点词汇被反复提及，有关这一规划的解读和猜想

从未停止。今年3月，“一带一路”的愿景和行动终

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一带一路”战略已经从酝

酿筹划落在纸面上，绘成蓝图。

这个战略将涵盖26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

占世界63%；约将产生21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占世

界29%。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走廊、最大的市场。

“一带一路”将加快中国水泥企业世界蓝图的

构筑。前路无止境，海螺、华新、红狮、上峰等水

泥大企正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发挥水泥行

业的引领作用，把行业先进的技术、装备以及管理

经验输出到国外去，并迎合沿线国家的需要，在基

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自身的实力。

积跬步，至千里。现在的每一小步，都在为将

来迈出更大的步伐奠基。走出去，世界才是你的。

世界那么大，在远方也在脚下！

本期责编：张晓烨
zxy@ccement.com |

http://weibo.com/ccement

中国水泥网微博

中国水泥网微信订阅号

APP版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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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全国水泥项目统计表
地区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湖南 红狮水泥 东安2×45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及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征地拆迁

江苏 淮海中联 年产200万吨骨料生产线 带料试车

山东 即墨中联 年产100万吨水泥粉磨站 投产

广西 北流路宝水泥 2×45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 开工

4月全国宏观经济数据
数据 本月 上月

CPI 同比上涨1.5% 同比上涨1.4%

PPI 同比下降4.6% 同比下降4.6%

GDP -- 同比增长7%（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6.2%（1-4月） 同比实际增长6.4%（1-3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119979亿元（1-4月） 77511亿元（1-3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3102亿元（1-4月） 70715亿元（1-3月）

PMI 50.1% 50.1%

房地产投资 同比名义增长6.0%（1-4月） 同比名义增长8.5%（1-3月）

出口 10841.13亿元 8868.35亿元

进口 8739.03亿元 8686.73亿元

差额 2120.10亿元 181.62亿元

M2 同比增长10.1% 同比增长11.6%

新增贷款 7079亿元 1.18万亿元

储蓄(本外币) 129.9万亿元 129.15万亿元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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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工信部：水泥、钢铁等行业将实施产能置换新政
新（改、扩）建项目产能置换指标，须为2013年及以后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或省级人民政府完成

任务公告的企业淘汰产能（不含各地列入明确压减范围的钢铁产能）。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

能，不得用于产能置换。

重庆有12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线 变身环保“生力军”
目前，重庆水泥工业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水泥生产线2条（忠县海螺）、协同处置污泥的生产

线8条（小南海、拉法基南山2条、拉法基地维、拉法基特水、富皇水泥、西南长寿2条）、协同处置污染土壤的生

产线1条（拉法基地维），协同处置煤矸石的生产线1条（南桐特水），占全市水泥生产线总数量的19.6%。

海螺集团出售50余万吨减排量给中碳未来 完成中国最大单CCER交易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日前完成了国内最大单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交易量达506125吨。本

次CCER交易买方为中碳未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卖方为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芜湖海螺

水泥有限公司。成交的50余万吨减排量均来自“芜湖海螺水泥2×18MW余热发电工程项目”。

华新水泥拟在中亚两国新增两个水泥厂项目
据悉，华新水泥计划在中亚两国除现有的塔吉克斯坦项目外新增2个水泥厂项目，项目正在谈判，具体

在中亚哪两国以及项目何时落地有待公司公告。华新水泥早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发布前已开始在中

亚塔吉克斯坦布局水泥厂项目。2011年8月，华新水泥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协议合作建设年产100万吨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线，是华新水泥第一个海外项目。

华润水泥与广州优特利环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4月24日下午，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与广州优特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将在污泥无害化处置领域内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探索并推广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的合

作模式及技术路线。

工信部：复合32.5水泥年内取消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32.5复合水泥年内将被全面取消。从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复合

32.5强度水泥始终存在着繁复、混乱而难于执行的问题。由于缺乏严格国家标准监督，复合32.5强度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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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利用”的结果就是催生出数量庞大、没有技术含量的小粉磨站。这些小粉磨站生产出来的复合32.5强

度水泥加剧了质量的低劣和市场的混乱，使各种建筑与基建都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发改委：一季度水泥制造行业利润32.3亿 同比降近7成
发改委4月29日公布2015年一季度建材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建材行业实现利润856.1

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水泥制造行业利润32.3亿元，下降67.6%；平板玻璃行业利润9.1亿元，下降

26.6%。一季度，全国水泥产量42792万吨，同比下降3.4%。

太原狮头水泥：或将面临退市的风险警示
如果不能摆脱连年亏损的窘境，狮头水泥将失去上市公司资格。狮头水泥通过公告向投资者发出风

险：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股票将在公司2014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山水水泥控制权三国演义 公司第一大股东易主
第一大股东易主，让山水投资内部的股权之争出现巨大变数。“天瑞集团是用真金白银在二级市场上

买的股份，而且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他们的目的绝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控制权，这将有利于我们职工

维权。”4月19日，山水水泥一前高管对记者说，这位高管也是带领职工与山水水泥前董事长打官司的代表

之一。

2015年新疆水泥工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2015年，新疆淘汰落后水泥产能230万吨，预计将有5条生产线建成投产，新增水泥产能600万吨。新增

水泥产能远大于淘汰落后产能，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规范水泥市场

生产经营秩序，2015年新疆水泥工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望撬动万亿基建投资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贯

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

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初步估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同推进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有望撬动超

过万亿元规模的基建投入，将带来一场投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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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网  理事会成员名单

总顾问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王燕谋          原国家建材局                                                局 长

会长单位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理事长 (按加入先后时间排序)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钟烈华    

吴一岳   

姚季鑫   

刘志江    

张才雄    

徐德复    

章小华   

宋志平    

周龙山    

赵静涧    

张剑星    

徐新喜    

崔星太    

于兴敏    

陶志铭   

夏之云   

焦  烽    

任沁新   

王金火   

罗振华    

蒋晓萌  

陈灿辉  

俞  锋    

陈建国

张渭波

诸葛文达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建材行业协会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亚洲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原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中国·兆山新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原山东申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原南京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红火集团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公司

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原四川利森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泰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世纪新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理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长

副主席

副董事长、副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局主席

总裁

常务执行副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长

院长

院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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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网  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事长 (按加入先后时间排序)

(按加入先后时间排序)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副理事长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张金栋

蒋卫平

陈铁军

宁国昌

冯运生

郭成洲

杨勇正

肖家祥

姜德义

方岳亮

沈忠华

彭忠喜

朱建舟

何坤皇

刁东庆

魏华山（体验）

赵洪义

郭 铭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宣威宇恒水泥有限公司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昆钢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原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娲石水泥集团

山东宏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泥建材有限公司

副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经理

总裁

总经理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刘振彪

周方旺

方庆熙

卢洪波

刘延生

王家安

封吉圣

顾开明

孔学标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潍坊大奔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原安格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圣川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双星特钢有限公司

南京圣火水泥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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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网  理事会成员名单

高级顾问

理事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职  务

庄詠耕

李辛龙

高长明

蒋尔忠

樊粤明

黎伟斌

匡  鸿

陈幼荣

封  评

张建新

徐凤娟

胡如进

李  江

聂纪强

俞章法

郭建伟

荆  剑

孙星寿

董  波

张卫民

王雅明

贺国文

包  玮

吴善淦

周平安

刘延生

龙世宗

邹伟斌

谢克平

诸葛培智

盛贝林

邓小林

张  伟

张宝贵

田  键

周国清

魏建军

陈学功

李桂亭

黎 明

 原国家建材局规划司

 浙江水泥协会

 史密斯(中国)公司

 浙江省散装水泥办公室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百里通集团

 上海建材集团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上海宝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水泥》杂志社

《水泥工程》杂志社

《水泥》杂志社

 中国硅酸盐学会自动化分会

《新世纪水泥导报》杂志社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联合会

《中国建材报》浙江记者站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

 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金证券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中国铸造协会耐磨铸件分会

 安格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水泥专业委员会

 上海水泥协会

 

 合肥中亚建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大学

 杭州万得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机械研究所

   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司长

会长

顾问

原主任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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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如何玩转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这个从

去年一直火到今年的热词！在

最近又加了一把火！ 

今年3月，集万千关注于一

身的“一带一路”框架性文件亮

相。这个战略将涵盖26个国家和地区的

44亿人口，占世界63%；约将产生21万亿美元的

经济效益，占世界29%。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

走廊、最大的市场。

这一多国参与演奏的“交响乐”，当然少不了我们

水泥行业的声音。中国水泥行业、企业领袖更是对紧随一

带一路走出去寄予了空前的热情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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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资本“走出去”时机已经成熟，并将成为

主旋律，即真正到国外投资经营企业。以水泥行业

为例，由于整条生产线建设带动了技术、装备和劳

动力出口，在世界上诸多国家都已经肯定了我国的技

术水平，只要我们迈开双脚，国际市场就在眼前。

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

中国水泥协会会长乔龙德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的海外

发展带来了机遇。水泥企业“走出去”不是简单的装

备“走出去”，而是占领海外市场。海螺是沿着“一

路”——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中国建材将沿着

“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去”，最近也在

洽谈投资项目。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凭借“一带一路”的政策春风，水泥企业积极探

索，把行业先进的技术、装备以及管理经验输出到

国外去。紧随“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最好时机已

到来。海螺已先后完成了对印尼、缅甸、柬埔寨、老

挝等东南亚周边国家的投资考察和规划布局。

海螺集团董事长郭文叁

行业大佬共话“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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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泥行业“走出去”，到海外陌生的地方建

厂，风险很大。真要走出去，后方不能乱。前方的风

险不可控，留在后院的兄弟企业，大家要扶持，互相

帮忙，让走出去的企业没有后顾之忧。

台泥集团董事长辜成允

目前，国内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竞争

激烈，“走出去”是中国水泥行业的发展方向。走出

去，可缓解国内企业投资冲动，响应“一带一路”的

号召，把先进技术、工艺带出去，提升所在国水泥技

术水平和自身形象。我们的理念是“先给后取”，开

始不要光想着赚钱，要把防范风险放在前面，与合

作方利益绑在一起。

红狮集团董事长章小华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裁彭寿

习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是给中国经济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我认为“一带一路”给我们建材行业带来

了重大机遇，可以说是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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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因素助推水泥企业
走出国门 华丽转身

市场——产能严重过剩，必须抓住的新机遇！

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是萦绕在水泥行业人心头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水泥行业已进入了一

个相当长的发展平台期，产能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

去年全行业淘汰落后产能8100万吨，这一数据大大超过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给出的淘汰水

泥落后产能4100万吨的任务。尽管淘汰力度逐年加大，但短时内产能过剩的现状未改。  

落后产能淘汰（2010-2014）（单位:万吨）

水泥产能利用率（2008-2014）

水泥产能利用率是衡量产能是否过剩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水泥产能利用率一直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2014年更是较前三年低。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层层推进，先行的交通基础设施将带动我国中西部及亚洲多国铁路、公路互联互通，为水泥行业

带来新的需求空间。只有从全球视角谋划和推动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水泥等产能过剩产业正从国内

血拼的红海市场走向国际驰骋的蓝海市场。

淘汰产能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3828.9万吨

15497.1万吨

25829万吨

9403.4万吨
8100万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72.8%          68.3%          65.1%           70.6%           74.4%          75.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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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先进技术输出获得国际市场和商机

从21世纪初起的十余年间，是中国水泥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不论是水泥技术、装备生产、经营、管理经验水平，还是水

泥企业在市场、战略的成长，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日趋激烈的跨国公司竞争中，水泥企业需要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核心竞争力，将水泥行业领先的大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技

术、烟尘处理技术、水泥窑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垃圾处理等节能环保新技术导入国际投资项目，保证国际投资项目高起点、高

技术、高实力，从而赢得当地社会的认可与欢迎。确立我国水泥大国在国际建材市场的地位，实现中国世界水泥强国之梦。

企业要走出去，必须凝聚先进的、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现时的国际投资规则和标准，也易于被投资目标国家所接纳。

政策——政府报告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向与会代表做《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加

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

梳理近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与水泥相关的政策表述，发现对于水泥等相关过剩产能的调控政策，近年来已经

发生微幅变动，从前期的单纯强调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到现在增加鼓励企业参与境外产能合作、推动产业对外

投资，中央已经将对水泥等过剩产能的调控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资源全球配置的战略高度。

 

企业——抓住机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过去近10年中，中国水泥企业逐渐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角逐，不但在竞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也提升企业国

际化水平。如今，随着国内市场日渐饱和，盈利空间不断压缩，走出国门也成为了必然。“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大量的基建带来

的水泥需求，让中国水泥企业看到了更大发展空间，为企业平衡国内外市场风险，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提升国际化水平

都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推动重点行业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配

套政策”。

“以汽车、钢铁、造船、水泥等行业为重点，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推动

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

“重要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解决产能过剩”，“加强政策引

导，鼓励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利用市场倒逼机制促进优

胜劣汰”。

“对产能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

策，消化一批存量，严控新上增量。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

平板玻璃3500万重量箱等落后产能”。

“坚持有保有压，化解产能过剩，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在市场竞争中优

胜劣汰”，“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促进冶金、建材等产

业对外投资”。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来源：2011年-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时间 与水泥相关政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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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大企抢跑“一带一路”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中国水泥网历时6个月，独家制作了“一带一路”

水泥产业分布图，展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泥工厂分布，重点统计了中国水泥企业在海

外的投资布局和产能规模，详细解读了部分国家的水泥市场发展状况。通过该分布图，水泥

企业可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泥市场有个直观的了解，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国际化

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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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水泥企业早在“一带一路”
概念正式推出之前，就已经陆续在沿线国际市
场试水，并已有战果。

水泥企业陆续试水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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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海螺水泥海外发展之旅

10年前，国际水泥杂志曾经有这样的评价：世界水泥看

中国，中国水泥看海螺。

10年后的2015年3月中旬，缅甸海螺水泥总经理李鑫正

式对外宣称，2016年的第一季度前后，5000t/d的皎施水泥厂

将在缅甸投产，届时将大大改变缅甸水泥生产供应的格局，

给缅甸的基础建设大发展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国家正在实施“一路一带”

经济战略，海螺得风气之先，敏感判断市场，谋大局，布子海

外，抢滩东南亚市场，与“一路一带”战略高度契合，海螺水

泥海外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更令同行称道。

今年3月，两会代表、海螺集团郭文叁董事长在接受中国

水泥网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对

于水泥行业来说正是个恰到好处的时机。事实上，在水泥行

业“走出去”战略上，海螺集团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最“合

时宜”的。

从21世纪初起的十余年间，是中国水泥行业高速发展的

时期。不论是水泥技术、装备生产、经营、管理经验水平，还

是水泥企业在市场、战略的成长，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极大

的发展。海螺集团紧紧抓住了这一机遇期，快速布局完成华

东、华南、中西部市场。同时，勤练内功，战略、资源、技术、 

装备、资金、机制等方面也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2011年开始，随着国家发出“走出去”发展的号召，海螺

集团并迅速捕捉到海外水泥市场的“黄金期”已经到来，积

极响应结合“十二五”规划实施，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开始着手加快海外发展、加大产能转移的力度，

培育新的增长点，全面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通过3年多的努力，已先后完成了对印尼、缅甸、柬埔

寨、老挝等东南亚周边国家的投资考察和规划布局。其中：印

尼南加首条生产线已经投产，第二条生产线正在建设，西巴、

苏拉威西、孔雀港等项目已开工或开展前期工作，全部项目

建成后，印尼熟料、水泥总产能将分别达到2000万吨和2500

万吨。缅甸在曼德勒与工业部合作的皎施5000t/d生产线项

目已经开工，巴安等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全部项目建成

后，缅甸水泥总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

“一带一路”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海螺人迅速

感受到

了新 的

机遇的到来，他们紧紧抓住加快互联互通的战略机遇，积极

响应建设“一路一带”、加快互联互通的战略号召。2014年

11-12月先后组团对柬埔寨、老挝进行考察，实地了解这些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水泥工业现状及市场情况，重点考

察拟选项目的石灰石矿山，收集了较为详细的项目资料，分

别与老挝湖南建材、老挝吉达蓬集团签署了水泥项目合作协

议，与柬埔寨徐氏太平洋集团签署了框架协议，快速完成了

东南亚市场的战略布局。

在水泥项目“走出去”，积极在海外新建水泥项目的同

时，海螺集团也在积极实施装备技术服务“走出去”。

2014年10月22日海螺正式与泰国SCG水泥集团签订老

挝5000t/d熟料生产线及配套9MW余热发电EP工程总承包

合同。在此之前，集团公司陆续承接并成功实施了SCG集团

3项余热发电EPC项目、2项CK450立磨技改EP项目，印尼SBI 

5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EP项目和缅甸MCL1水泥生产线自备

2×20MW燃煤电站EPC项目，合作成立了耐火材料公司。

2015年2月7日，安徽芜湖，海螺水泥与老挝湖南建材公

司成功签署了老挝琅勃拉邦水泥项目合作协议，距离1月28

日，与吉达蓬集团在老挝万象签署的万象水泥项目合作协

议，仅仅过去10天，又一次展示了“海螺速度”，彰显了海螺海

外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海螺集团发挥自身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凭借着强大的实

力，优质的服务，积极承包国际水泥公司的海外生产线建设，

出口余热发电技术装备和耐火材料等产品至巴基斯坦、土耳

其、巴西、缅甸等国家，在国外客户心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

象，也为海螺海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赢得了机会。

目前，海螺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已经初步完成，除此之

外，海螺还先后组队对俄罗斯、蒙古、南非、巴西、马来西亚、越

南等国进行广泛考察，为海外后续发展做好储备。3月11日，海

螺水泥与中国银行签约《“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协议》，这也将

为海螺“走出去”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我们相信，海外市场将能赋予海螺更大的成长空间，海

螺也必将真正成为世界的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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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为此，以中亚国家

为重点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做进一步开拓，推动“走出去”战略是上峰建材产

业链发展的重点。上峰水泥已与ZETH国际达成合作协议，将共同在吉尔吉

斯斯坦建设一条28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和配套水泥粉磨项目，目前项

目合作公司主体上峰ZETH水泥有限公司已在该国首都登记成立。

与尼泊尔希望水泥集团合作，投资3亿美元在尼泊尔蓝毗尼专区建设的

一条6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正式签约。这是红狮集团实施“走出

去”战略在东南亚国家签约的第四个水泥项目。红狮集团计划在缅甸、尼泊

尔、印尼三个国家，上马7条6000t/d或8000t/d项目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并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项目（缅甸曼德勒：2条

6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印尼图班：2条8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印尼直葛：2条8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3年内，红狮集团海外水泥产

能将达2000万吨。

在塔吉克斯坦的第一条生产线于2013年投产，2014年为公司贡献了良

好的业绩，海外项目盈利水平远高于国内项目。目前，为带动湖北向西开放，

推动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华新水泥抓住中塔深化经济合作

的契机，决定追加投资2.5亿美元。华新胡占德项目和丹加拉项目将分别于

2015年和2016年建成投产。届时，华新水泥在塔总产能将达到350万吨，成为

塔国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华新
水泥

上峰
水泥

红狮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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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大突破 不能错过的盛宴

眼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理概念远远不止古时张

骞出使西域的那条沙漠之路。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一带，

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

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

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

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

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据机构测算，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亚太区域未

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0万亿人民币，潜在空

间巨大。

基建先行，一带一路有望

改变中国，或将开启中国第四

次投资浪潮。

国外：海外项目快

速推进，亚投行获多国

支持

“一带一路”在海外投资项目正在

快速推进。累计拟建、在建投资规模达

到52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中亚、南亚等

地区，投资的方向更多以能源、铁路、公路

等基础设施为主。

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沿线

国家很多都位于亚洲，亚投行将为其提供有利的贷款和融资

保障。近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国相

继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据统计，“亚投行朋

友圈”已扩容至近50个国家。此外，国开行也坚持和多边国

家的合作，并建立数据库，涉及64个国家，大约900个项目，

涉及投资8900亿美元。

国内：基建项目投资超万亿，“一带一路”

关注度100%

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关于“一带一

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主

要包括重庆、四川、宁夏、江苏、海南、云南、

陕西、广西、浙江等省市。从

项目分布看，主要以“铁公

机”为主，占到全部投资的

68.8%。其中，铁路投资近

5000亿元，公路投资1235亿，

机场建设投资1167亿，此外港口水

利投资金额也比较大，超过1700亿

元。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

“一带一路”的地区不足5个，然而在2015年的报告中，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或详或略地提到了自己的“一带

一路”规划。全国各地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一年内由

16%跃升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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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需防范多重风险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各种风险如影随形。以下

为三项特别需要防范的风险。

——政治环境。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逐年增大，我

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面临的各种政治风险也会增加。

尤其是东南亚和中亚，水泥企业投资覆盖率最高，而其也

是政治风险高发的地区。

——制度政策。主要表现为税收政策、合同管理政

策以及 人员派遣政策等，如何应对海外陌生的

雇 佣 环境及相关法律法规，也成为企业成功

“ 走 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

——文化差异。每个国家都有自

己的 文化，每个企业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如 果文化相同或相似，那么合作就容易

成功，反之则容易产生文化冲突和矛盾。接受或认同其文

化理念，做到不但走出去，还能走进去、走下去，一路走

好。

因此，中国水泥企业既需要随着“一带一路”走出

去，又需要在走出去的同时做好风险控制，做到胸中有

数，不能过于盲目，过于自大，过于乐观。

在走出去之前，要做好内功：一是大力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加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转换升级。 将“中国制

造”升级成“中国创造”。二是确保质量过硬。将产品立足

于高端精细，以质量过硬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市场、为企业

赢得口碑、为国家赢得美誉。三是提升服务水平。在此基

础上，苦练外功：拓宽国际视野，了解政治环境、制度政策

及文化差异等，在竞争的过程中，获得独有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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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简称“OBAOR”；

或One Belt One Road，简称

“OBOR”；或Belt And Road，

简称“BAR”）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

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

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

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

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

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构思提出：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

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

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

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

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

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

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结束语

尽管“一带一路”的投资热情高涨，但资金能否都真正落地，尚待验证。考虑到一般基

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为2～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3000～4000亿元左右；

而海外项目（合计524亿，每年约170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2015年由“一带一

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这对于投资拉动型的水泥行业来说，确是好时机。

水泥企业当抓住机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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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

来，迅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开始制定，年末的

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强调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将

进入重点实施阶段。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设计了

路线图，虽然具体规划尚未发布，但今年无疑是“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元年。“一带一路”建设核心是互联互通，铁路、

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先行起航，水泥作为基础设

施建设的基础原材料有着巨大的需求想象空间。笔者认为，

“一带一路”不仅将带动中国沿线地区水泥需求增长和水泥

对外贸易，还为中国水泥企业对外投资指明了方向。本文通

过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核心要道（中亚和东南亚、南亚）水

泥市场需求正处于快速增长期，将是中国水泥企业对外投资

的主要战场。

一、中亚：城镇化驶入快速发展期，水泥产

能迎扩张潮

中亚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陆上通往欧洲的必经之路。中

亚有五个国家，分别是土库曼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总人口达到6645万人。这五个国

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不到55%，乌兹别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不足40%，城镇化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未来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等需求具有极大的增

长空间。

图1：中亚五国总人口达到6645万人（2013年）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中国水泥研究院

2014年，中亚地区水泥产销量超过2000万吨，人均水泥

消费量超过300公斤/人，而2014年中国的人均水泥消费量已

经突破1.8吨/人，世界人均水泥消费量在600公斤/人，显示中

“一带一路”
为水泥企业对外投资指明方向

文/邵俊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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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人均消费量处于较低水平。具体到各个国家，由于水

泥产量未能充分满足国内需求，从而使得中亚各国通过进口

水泥来补充不足。当前，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

中亚五国水泥行业正大力更新、扩充水泥产能。土库曼斯坦

计划到2020年将水泥产量提升到400万吨；塔吉克斯坦2014

年因前年华新水泥生产线投产产能猛增3倍以上，使得去年新

疆口岸出口到塔吉克斯坦的水泥出口量大幅下跌；哈萨克斯

坦2014年宣布“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中哈同年达成产能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水泥行业，哈萨

克斯坦“瓦斯托克”投资股份公司对与中国企业合资建设水

泥厂表现出很高的合作意愿；乌兹别克斯坦在2014～2016年

间将投资4910万美元对9个水泥生产线进行更新和现代化改

造；吉尔吉斯斯坦2014年水泥供应不足，价格持续上涨，去年

上峰水泥在吉投资的吉国最大水泥项目开工。

面对中亚地区水泥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中国水泥企业

已陆续开始布局建线。华新水泥率先走入中亚地区，布局于

塔吉克斯坦，2013年投产1条3000t/d生产线，迅速占据全国

70%以上市场份额；上峰水泥2014年宣布与吉尔吉斯斯坦

ZETH国际公司共同在当地建设一条2800t/d熟料生产线，公

司持股58%；陕西药王山水泥与哈萨克斯坦卡珀塔盖宜工程

有限公司签订在哈建一条5000t/d水泥熟料线。

二、东南亚、南亚：新兴市场，水泥消费潜

力巨大

图2：东南亚、南亚国家分布图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中国水泥研究院

从地图上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沿海港口群

出发，经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然后进一步连接西

亚、欧洲、非洲、中东各国，因此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首站、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截止

目前，东盟十国除文莱、越南、菲律宾外，主要领导人均已表

态愿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亚地区斯里兰

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

站，目前也正积极争取南亚大国印度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建设。东南亚、南亚诸国总人口在23亿左右，除印度人

口超过10亿外，人口过亿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

加拉国、菲律宾四国，其余国家人口均在1亿人以下。

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除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城镇化

率超过70%以外，东南亚、南亚各国城镇化率均在55%以下，

这说明多数国家仍处于城镇化发展进程之中。从人均GDP水平

看，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也是最高的，超过1万美元，其余国

家均在7000美元以下，因而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图3：东南亚、南亚大部分国家处于城镇化发展进程之中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中国水泥研究院

2014年，东南亚、南亚水泥总产量在6亿吨左右，印度、

越南、印度尼西亚是产量大国，分别为2.8亿吨、7000万吨和

6000万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孟加拉国

紧随其后，水泥年产量在1500～3000万吨左右。南亚地区印

度、巴基斯坦是水泥产销大国，两国水泥业存在着产能过剩

问题，然而印度水泥企业对市场预期广泛看好，目前仍继续

扩大产能；巴基斯坦是水泥出口大国，水泥出口至南非、斯里

兰卡、阿富汗、印度等国家，年产能利用率在74%左右，整体

仍供大于求，但巴基斯坦正在实施经济重建计划，有望大幅

提升水泥需求。东南亚地区经济年均增速在5%左右，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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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是该地区的水泥产销大国，未来

水泥需求受基础设施带动有着极大潜力。根据法国巴黎银行

数据，新建水泥厂投资于缅甸、印尼等国的投资回报率高于

10%。

图4：东南亚、南亚主要国家投资回报率（气泡大小代表

市场规模大小）

数据来源：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水泥研究院

近几年，东南亚、南亚地区由于自身的发展空间优势吸

引了国外水泥巨头的投资，而中国水泥企业对这些地区的投

资最早可追溯到90年代的中老合资企业永发万荣水泥厂，不

过21世纪头十年对外投资十分少见。直到去年，正值“一带

一路”规划起草之际，华新、海螺、红狮等国内水泥巨头开始

明显加快向东南亚布局，特别是海螺水泥，其在印度尼西亚

有着大手笔布局，同时缅甸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三、总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地区需

要投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

平，而中亚、东南亚、南亚地区是亚洲基建需求极为旺盛的地

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必将加速水泥需求的释放，中国

水泥企业将在这轮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中国水泥

网因此也成立了海外并购基金，将组织推动中国水泥企业到

海外发展。笔者认为，在中亚地区，中国水泥企业可以参与该

区域的水泥产能扩张，通过新建或合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在东南亚、南亚地区，虽然国外企业的进入、政治因素、产能

过剩这些问题在现阶段相互交织使得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

较大风险，但由于这些地区未来需求存在着较大的上升空

间，中国水泥企业仍可以通过合资、并购的方式介入，在某些

具备条件（政治、市场、资源、运输）的地区可以参与新建。

中国水泥网已发起设立海外并购基金并组织有专业团队进行

管理，愿为中国水泥企业走出去助一臂之力。中国水泥研究院是中

国水泥网旗下的专业研究团队，可为广大客户提供相关的行业信息

与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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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毛春苗

2014年 水泥上市公司
“铁人三项”大比拼

截止4月30日，全国30余家水泥上市公司终于陆续交出

2014年的年度经营业绩报告，几家欢乐几家愁。经营结果的

背后是企业综合实力和能力的体现。

水泥企业规模大小不一、经营区域不

一，大企业有大企业的规模经济优

势，小企业有小企业的灵活经营优势，

孰强孰弱，各有判断。本文仅从企业

财务指标所构成的“铁人三项”——

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运营能力

进行比较，一展企业风采。本文选取2014年全

国水泥上市公司共29家，不含四川金顶及秦岭

水泥（金顶水泥基本停售水泥产品、秦岭水泥

已转型进入废弃电子产品处理）。

一、盈利能力比较

盈利是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最终

可通过企业的盈利能力来反映。盈利能力通常是指企业在一

定时期内赚取利润的能力。究竟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盈利能

力哪家强，下面从企业的销售经营、资产回报、每股收益三个

方面来综合反映。

1.企业销售经营能力比较

由于企业在扩大销售的同时，其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

理费用的大幅增加，企业净利润并不一定会同比例的增长，

甚至出现一定负增长。企业销售净利润率与毛利率的差别在

于企业对三项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营业

税金的控制。销售期间费用率能直接反映企业的成本费用控

制能力，这也是优劣势企业实力差异最直接的体现。该指标

越低越好，说明企业对三项费用等控制能力较强。当销售期

间费用率大于销售毛利率时，则说明企业盈利相当困难。 

2014年，安徽海螺、华润水泥、台

泥国际三家水泥企业的销售毛利率在

30%以上，但安徽海螺的销售净利率为

19.03%，明显高于其余两家企业。其区

别就在于海螺对企业三费及营业税金的控

制。安徽海螺、台泥国际对企业三费控制不

分伯仲，华润水泥稍逊一筹，台泥国际在营

业税金方面则弱于海螺水泥。

值得注意的是，塔牌集团、上峰水泥、

万年青、亚洲水泥、四川双马的三费控制能

力不俗，为企业在销售毛利不佳时创造盈利

空间。塔牌集团、四川双马的期间费用率在10%以内，为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成本费用控制方面的优秀代表。东吴水泥

由于企业规模明显较小，三费控制较为容易，仅为6.07%，可

比性较弱。

而祁连山、华新水泥、宁夏建材、中国建材、天瑞水泥、

同力水泥、山水水泥等企业在扩大销售的同时，期间费用高

企，大大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企业仍需注意改进经营管理，

修炼内功，提高盈利水平。

冀东水泥、青松建化、西水股份、*ST狮头的销售期间费

用率大于销售毛利率时，其企业盈利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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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期间费用及净利率比较

上市公司
销售毛利率

(%)

销售期间费用率

(%)

销售净利率

(%)

海螺水泥 33.24 10.42 19.03

华润水泥 31.30 15.76 12.56

台泥国际 30.78 10.71 15.03

祁连山 29.00 18.47 9.04

塔牌集团 28.67 9.64 13.63

上峰水泥 28.63 11.39 13.50

金圆股份 28.45 12.99 17.84

华新水泥 28.44 17.16 9.34

宁夏建材 27.85 21.22 8.47

中国建材 27.28 22.68 7.07

万年青 26.76 11.41 13.11

亚洲水泥 23.33 11.50 9.88

亚泰集团 23.32 24.38 1.15

尖峰集团 23.11 13.68 14.16

天瑞水泥 22.99 19.37 5.99

同力水泥 21.49 19.03 6.19

山水水泥 21.46 18.69 1.98

金隅股份 20.73 13.62 6.57

冀东水泥 20.55 26.18 -1.77

天山股份 20.06 22.39 3.89

四川双马 19.27 9.39 8.31

中材股份 18.19 14.70 2.38

福建水泥 16.03 15.34 3.54

西部水泥 15.40 13.42 1.02

巢东股份 13.20 14.00 8.62

东吴水泥 5.42 6.07 1.69

青松建化 3.48 21.43 -4.33

西水股份 —— 202.10 817.66
*ST狮头 38.28 237.22 -240.26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2.企业资产盈利能力比较

2014年，所统计的29家水泥上市公司中，上峰水泥、万年青的净资

产收益率在23%以上，显示这两家企业的自有资本获取净收益的卓越

能力。塔牌、尖峰、金圆、华新、海螺、祁连山、巢东股份净资产收益率

在10%～16%，其自有资本获益能力良好。中材股份、西部水泥、冀东水

泥、青松建化、*ST狮头5家企业的净资收益率不足1%，企业运营效益极

低，对企业投资人、债权人已产生重大威胁。

总资产报酬率在10%以上的有7家，远高于市场企业。它们分别是

海螺、金圆、上峰、塔牌、万年青、尖峰和华润，表明这些企业运用全部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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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优异，企业的资产运营卓有成效。而青

松建化、西水股份、*ST狮头处于底部，甚至为负，企业资产获

利能力微弱。

万年青、上峰水泥、塔牌、尖峰及海螺的资本回报率在

10%以上，表明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华

润水泥、金圆股份亦有不俗的价值创造能力。

表2：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

及资本回报率比较

上市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

（%）

总资产报酬率

（%）

投入资本回报率

(%)

万年青 23.86 15.34 10.81

上峰水泥 23.18 15.90 12.57

塔牌集团 15.19 15.86 13.70

尖峰集团 14.90 12.28 10.18

金圆股份 14.35 15.98 8.65

华新水泥 13.19 9.88 6.24

海螺水泥 12.90 16.35 13.42

祁连山 12.57 8.91 6.37

巢东股份 10.12 9.95 6.19

同力水泥 8.65 8.20 5.08

金隅股份 8.44 4.59 3.67

华润水泥 8.11 11.47 8.98

台泥国际 6.61 8.73 6.68

宁夏建材 6.53 6.79 4.27

亚洲水泥 4.85 6.84 4.56

福建水泥 4.12 3.37 1.46

天山股份 3.74 4.12 1.55

西水股份 3.18 0.66 0.31

天瑞水泥 2.49 7.25 3.05

亚泰集团 2.27 3.40 0.45

中国建材 2.18 7.61 2.65

四川双马 1.62 5.53 1.25

东吴水泥 1.56 3.09 1.50

山水水泥 1.12 5.30 1.32

中材股份 0.71 4.32 1.05

西部水泥 0.35 3.37 0.40

冀东水泥 0.29 3.03 0.10

青松建化 0.12 1.30 0.07
*ST狮头 -8.85 -5.41 -7.99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3.企业每股收益能力比较

2014年，海螺水泥的每股收益高居所统计的29家上市公

司之首，每股收益2.07元，显示其强大的盈利能力，每股净资

产也高达12元之多；随其后的，万年青、中国建材的每股收益

超过1元；华新、尖峰、祁连山等9家企业的每股收益在0.5元

以上。四川双马、冀东水泥、西部水泥、青松建化的每股收益

微乎其微，*ST狮头甚至亏损。

表3: 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比较

上市公司
基本每股收益

（元)

每股净资产

（元)

海螺水泥 2.07 12.43

万年青 1.34 6.14

中国建材 1.10 7.51

华新水泥 0.82 6.54

尖峰集团 0.82 5.99

祁连山 0.72 6.17

塔牌集团 0.68 4.73

华润水泥 0.64 4.31

宁夏建材 0.57 8.86

台泥国际 0.54 5.56

金隅股份 0.52 6.50

亚洲水泥 0.51 6.27

上峰水泥 0.46 2.13

巢东股份 0.44 4.48

同力水泥 0.37 4.57

金圆股份 0.30 2.73

天山股份 0.29 7.77

天瑞水泥 0.24 3.10

西水股份 0.22 8.17

中材股份 0.14 3.87

福建水泥 0.13 3.55

山水水泥 0.12 3.14

亚泰集团 0.10 4.30

四川双马 0.05 3.32

冀东水泥 0.03 8.75

东吴水泥 0.01 0.65

西部水泥 0.01 1.10

青松建化 0.00 3.85
*ST狮头 -0.18 2.03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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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能力比较

企业偿债能力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偿债

能力是企业偿还到期债务的承受能力或保证程度，包括偿还短期债务

和长期债务的能力。企业有无支付现金的能力和偿还债务能力，是企业

能否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关键。

1、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比较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基本可以从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

债率、现金比率四个指标来综合反映。下面以速动比率为主要排序依据，

结合其余三项指标，对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东吴水泥的速动比率、流动比率明显偏高，在速动资产

上占用过多资金，增加了投资机会成本，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偏低，显

示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不足，短期现金偿债能力偏弱。

海螺、塔牌、台泥的速动比率、流动比率均大于1，其短期负债偿还

有可靠保障，且海螺、塔牌的应收账款控制严格，企业现金比率在1左

右，显示现金充裕，甚至两家企业仅仅依靠经营收入就有足够现金偿还

所有的短期债务。

双马、亚泥、尖峰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但其依靠目前现金直接偿

付流动负债的能力相较于海螺、塔牌明显偏弱，且亚泥经营活动所产生

的现金净流量偿还流动负债的压力较大。

万年青、华润、宁夏建材、亚泰、中材股份等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一般，其企业存在或应收账款较高的问题，影响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

力，且宁夏建材、亚泰、中材的经营现金偿债能力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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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头、西部水泥等17家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弱，流动

负债的安全性偏低。金隅、青松建材的存货高位，严重削弱

了企业流动资产的偿债能力。狮头、中国建材、西水股份、同

力、金圆等企业即可变现能力较差，立即偿还到期债务的能

力低。此外，狮头、中国建材、金隅、天山、金圆等企业的经营

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对流动负债微乎其微，显示其短期

偿债能力堪忧。

表4: 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比较 

速动比率

(%)

流动比率

(%)

现金比率

(%)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

东吴水泥 2.12 2.48 — 0.16

海螺水泥 1.45 1.76 1.26 1.15

塔牌集团 1.38 1.89 0.99 1.16

台泥国际 1.11 1.24 — 0.34

四川双马 0.97 1.15 0.61 0.63

亚洲水泥 0.97 1.13 — 0.12

尖峰集团 0.94 1.22 0.59 0.41

万年青 0.82 0.95 0.47 0.32

华润水泥 0.74 0.91 — 0.52

宁夏建材 0.73 0.90 0.31 0.19

亚泰集团 0.68 1.00 0.23 -0.20

中材股份 0.63 0.80 0.33 0.11
*ST狮头 0.63 0.78 0.08 -0.18

西部水泥 0.55 0.79 — 0.49

华新水泥 0.55 0.68 0.41 0.42

山水水泥 0.51 0.72 — 0.14

中国天瑞 0.51 0.61 — 0.18

上峰水泥 0.46 0.61 0.33 0.40

祁连山 0.46 0.68 0.20 0.28

中国建材 0.45 0.54 0.13 0.08

金隅股份 0.44 1.26 0.23 -0.10

天山股份 0.42 0.50 0.29 0.04

冀东水泥 0.42 0.53 0.24 0.11

青松建化 0.40 0.77 0.17 0.14

巢东股份 0.28 0.44 0.26 0.78

福建水泥 0.25 0.33 0.20 0.10

西水股份 0.21 0.21 0.12 0.67

同力水泥 0.19 0.42 0.05 0.51

金圆股份 0.16 0.34 0.07 0.09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2、企业长期偿债能力比较

长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长期债务的能力。衡量企业

长期偿债能力主要就看企业资金结构是否合理、稳定、以及

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大小。可以从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已

获利息倍数、清算价值比率等指标来综合反映企业的长期偿

债能力。

下面以资产负债率为主要排序依据，结合其余三项指

标，对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在资产负债率方面，仅塔牌、东吴、狮头、双马、海螺5家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40%以下，显示企业偿债有保障；尖峰、

巢东等14家企业在40%～60%之间，低于2014年水泥制造业

资产负债率59.24%的水平；其余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其

中亚泰、中国建材、西水股份为该指标最高的三位，在80%左

右，其企业债权人所承担较大风险。

产权比率越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债权人的风

险也就越小。但塔牌、海螺、尖峰、双马等企业长期偿债能力

得到保证的同时，其并未充分发挥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亚

泰、中国建材、西水股份的产权比率偏高，反映企业的资本结

构不合理的同时也不稳定，险债权人投入资本受股东权益的

保障程度相当低，具有高风险。

从已获利息倍数指标来看，塔牌、海螺、台泥高居前三

位，在10以上，塔牌更是高达27，显示企业强有力的债务偿还

能力；华润、尖峰、上峰、亚泥、万年青、巢东股份、同力、金

圆、宁夏建材、华新、双马、东吴、西水股份、祁连山等14家企

业的已获利息倍数在3以上，表明企业的经营收益支付债务

利息的能力较强。金隅、福建水泥、中国建材等企业没有足够

资金来偿还债务利息，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低下。尤其是冀

东、青松建化该指标小于1，企业进入亏损状态，偿债的安全

性和稳定下降的风险极大。

在反映公司清偿全部债务能力的清算价值比率方面，

东吴、塔牌、海螺、狮头等企业的指标高居前列，显示其综合

偿债能力强，债务的安全性有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同力、青

松建化、祁连山、万年青、上峰、华新、金圆的清算价值比率

均在1以下，意味着其综合偿债能力有一定的风险。而山水、

中材、天瑞、中国建材的比值却均大于1，表明公司的综合偿

债能力并不弱，长期偿债能力有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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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比较

资产负债率

（%）

产权比率

（%）

已获利息倍数

(EBIT/利息费用)

清算价值

比率（%)

塔牌集团 21.33 0.27 26.93 3.20

东吴水泥 22.99 0.30 3.90 4.35
*ST狮头 23.88 0.31 — 2.12

四川双马 27.73 0.38 4.44 1.31

海螺水泥 32.30 0.48 15.37 3.00

尖峰集团 40.54 0.68 9.29 1.20

巢东股份 42.93 0.75 5.93 1.15

同力水泥 43.58 0.77 5.52 0.73

宁夏建材 44.65 0.81 4.96 1.05

台泥国际 47.70 0.91 10.41 1.89

亚洲水泥 49.53 0.98 6.80 1.92

华润水泥 50.09 1.00 9.79 1.92

青松建化 51.31 1.05 0.61 0.79

祁连山 51.49 1.06 3.47 0.71

万年青 52.43 1.10 6.79 0.34

西部水泥 53.41 1.15 1.60 1.81

上峰水泥 53.88 1.17 8.02 0.62

华新水泥 57.58 1.36 4.50 0.45

金圆股份 58.12 1.39 5.40 0.60

福建水泥 60.70 1.54 2.29 0.27

天山股份 62.62 1.68 1.55 0.44

山水水泥 66.27 1.96 1.65 1.38

金隅股份 68.67 2.19 2.36 0.32

中材股份 68.95 2.22 1.94 1.43

冀东水泥 69.50 2.28 0.88 0.25

天瑞水泥 69.94 2.33 1.78 1.40

亚泰集团 77.36 3.49 1.27 0.08

中国建材 78.84 3.73 2.00 1.08

西水股份 82.16 4.61 3.69 0.05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综合来看，塔牌、海螺的债务偿还能力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均无可

匹敌，其债权人的权益受到充分保障；台泥、亚泥、尖峰、双马、东吴水

泥等企业的偿债能力表现良好，企业能够健康稳定发展；巢东股份、同

力、金圆、青松建化、祁连山等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较好，而短期偿债能

力则明显偏弱，需进一步降低短期债务风险；福建水泥、天山、山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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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中材、冀东、天瑞、中国建材、亚泰、西水股份等企业的长

短期偿债能力双双偏弱，企业经营具有较大风险，需及时调

整，在保证企业盈利的同时加强经营、财务风险的防范。

三、运营能力比较

运营能力是企业利用资产创造价值的效率和效益的体

现。运营能力强的企业意味着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创造了更

多的财富。企业的运营能力与其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密切相

关，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占用较少的资源产生最大的

效益，才能使企业更多的盈利。

企业营运的能力可以通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

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

标来综合反映，通过这些指标的分析，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

一个企业的运营状况，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指明方向。

1、企业资产周转比较

总资产周转率是综合评价企业全部资产的经营质量和

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周转率越大，说明总资产周转越快，

反映出销售能力越强。从下表可以发现，塔牌、万年青的总

资产周转率分别为0.81、0.8，为上市水泥企业中最快的两家

企业，显示企业强大的整体资产运营能力强大，用资产赚取

利润的能力高于其余企业；行业龙头——海螺的总资产周转

率也仅0.62，东吴、同力、上峰、尖峰等企业的总资产周转要

快于海螺。天山、西水、亚泰、青松建化及狮头的总资产周转

率均在0.3及以下水平，显示企业资产运营效率较差，狮头垫

底，由于2014年其主要生产线停产而受到重大影响。

总资产周转率的快慢取决于两大因素：流动资产周转

率及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同力、尖峰及金圆的总资产

周转率之所以海螺，主要得益于其流动资产的快速，而东吴

及上峰是由于其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高。金隅、亚泰与

青松建化的流动资产周转率偏低，在1以下，从而拖累了总资

产的周转。企业可以通过薄利多销提高销售收入，或减少存

货、应收账款等资金占用，以加速资产的周转。

在企业固定资产利用方面，剔除异常值西水股份，东

吴、金隅为两家最好的企业，其固定资产周转率在2以上，显

示企业对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利用充分，能充分发挥效率；

尖峰、塔牌、万年青、上峰、中材、同力、亚泰、海螺及华润等9

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不低于1，表明企业固定资产管理、

使用较好，企业的营运能力强；狮头、西部水泥、天山及青松

建化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不到0.5，说明企业固定资产过多或设

备有闲置，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获利能力。

表5：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资产周转情况比较

总资产

周转率

（%）

流动资产

周转率

（%）

流动资产

占总资产

比重（%)

固定资产

周转率

（%）

塔牌集团 0.81 2.40 0.34 1.65

万年青 0.80 2.45 0.32 1.48

东吴水泥 0.78 1.34 0.59 2.66

同力水泥 0.77 4.45 0.17 1.13

上峰水泥 0.76 2.40 0.32 1.34

尖峰集团 0.65 2.78 0.23 1.88

金圆股份 0.62 3.56 0.18 0.89

海螺水泥 0.62 2.42 0.26 1.02

巢东股份 0.62 4.31 0.14 0.82

华新水泥 0.61 2.48 0.24 0.98

华润水泥 0.59 2.98 0.20 1.00

中材股份 0.57 1.34 0.43 1.22

祁连山 0.56 2.56 0.22 0.90

宁夏建材 0.48 1.63 0.29 0.74

山水水泥 0.47 2.19 0.22 0.80

亚洲水泥 0.44 1.29 0.34 0.76

四川双马 0.42 1.92 0.22 0.59

福建水泥 0.41 2.03 0.20 0.73

中国建材 0.40 1.26 0.32 0.98

台泥国际 0.39 1.28 0.31 0.83

天瑞水泥 0.38 1.12 0.34 0.73

金隅股份 0.37 0.58 0.63 2.10

西部水泥 0.36 2.08 0.17 0.48

冀东水泥 0.36 1.54 0.23 0.57

天山股份 0.30 1.41 0.22 0.41

西水股份 0.30 1.76 0.17 30.44

亚泰集团 0.28 0.52 0.54 1.10

青松建化 0.23 0.99 0.23 0.33
*ST狮头 0.02 0.10 0.20 0.49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2、企业存货及应收账款周转比较

存货周转率是对流动资产周转率的补充说明。在流动资

产中，存货所占比重较大，存货的流动性将直接影响企业的

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越高，表明企业存货资产变现能力越

强，存货及占用在存货上的资金周转速度越快。由于西水股

份已转战保险业务，其水泥产品的存货较少，故其37.02次的

存货周转率远高于其余上市水泥企业。万年青、巢东、东吴、

华润、华新、海螺的存货周转率均在10次以上，显示其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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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货管理水平，存货流动性高，变现能力强。青松建化、亚

泰、金隅、狮头为存货周转率最低的4家企业，其中亚泰和金

隅由于分别拥有发亮的大量的房地产资产，房地产存货拉低

了整个企业的存货周转表现。

应收账款在流动资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收账款

的及时回收能有效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应收账款周转

率就是反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比率。从下表发现，巢

东、福建水泥的应收账款账龄极短，回款最为迅速；金圆、塔

牌、同力、上峰、华新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高于海螺，表明企

业坏账损失少，资产流动快速，企业运营质量高。中国建材、

台泥、亚泥、东吴及狮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均在4次以下，企

业运营质量低下，过多的应收账款造成企业现金短缺，大大

增加了企业财务风险。

表6：2014年水泥上市公司存货及应收帐款周转率比较

存货周转率

（次）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西水股份 37.02 巢东股份 289.37

万年青 12.30 福建水泥 199.34

巢东股份 11.65 金圆股份 86.64

东吴水泥 10.77 塔牌集团 59.20

华润水泥 10.45 同力水泥 47.52

华新水泥 10.12 上峰水泥 28.42

海螺水泥 10.05 华新水泥 18.63

尖峰集团 8.61 海螺水泥 14.40

四川双马 8.52 万年青 13.50

福建水泥 8.46 祁连山 12.82

同力水泥 7.84 尖峰集团 11.85

亚洲水泥 7.48 华润水泥 11.51

台泥国际 7.45 西部水泥 11.11

上峰水泥 7.40 冀东水泥 11.00

天山股份 6.44 天瑞水泥 11.00

宁夏建材 6.31 天山股份 8.88

山水水泥 6.09 西水股份 8.20

西部水泥 6.09 金隅股份 7.92

塔牌集团 6.05 四川双马 7.63

冀东水泥 6.00 山水水泥 7.46

中国建材 5.65 亚泰集团 6.53

祁连山 5.60 青松建化 5.28

天瑞水泥 5.22 宁夏建材 4.21

金圆股份 5.12 中材股份 4.09

中材股份 5.12 中国建材 3.48

存货周转率

（次）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青松建化 1.95 台泥国际 3.35

亚泰集团 1.21 亚洲水泥 3.05

金隅股份 0.72 东吴水泥 2.43
*ST狮头 0.50 *ST狮头 0.56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中国水泥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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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小部分回暖
                 南部价格跌幅仍大

4月

一、全国与区域行情综述

1.1 全国行情：需求疲软不堪，南部跌幅仍大

4月，中国水泥价格指数（CEMPI）月初为94.84点，月末

为92.27点，月内最高为94.61点，最低为92.22点，当月环比下

跌2.71%，跌幅与3月基本相当，而去年同期则是呈环比微幅

上涨的走势，这充分显示今年自春节以来全国水泥需求恢复

更加缓慢，市场进入4月份依然疲软不堪。4月，全国多地均有

降雨，原本需求乏力的市场再添阻力，华东地区上海、安徽，

中南两广、西南川贵等南部地区跌幅仍大，成为全国水泥价

格跌幅最大的地区，不过在一片需求乏力的市场下，仍有云

南、甘肃、山东等小部分区域因需求局部回暖、主导企业带动

等出现一定的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水泥价格下跌了

16.89%。

图1：4月中国水泥价格指数（CEMPI）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水泥指数中心

图2：近年中国水泥价格指数（CEMPI）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水泥指数中心 

成本方面，今年以来煤炭价格持续走跌，4月份价格跌

幅大幅扩大，临近月底有所企稳，目前煤炭价格基本处于底

部。以秦皇岛港的大同优混（Q5800K）平仓价为例，4月的平

均价格为480.19元/吨，环比下跌8.4%。据中国水泥研究院

测算，4月水泥煤炭价格差为222.6元，水泥毛利率因煤价下

跌继续上行。

1.2 区域行情：华东中南继续领跌，东北维持小涨

4月，东北地区水泥价格指数继续呈小幅上涨走势，其余

五大区域水泥价格指数维持弱势下跌，其中中南、华东、西南

三大区域环比跌幅均超2%，中南跌幅最大为4.9%，华东、西

南跌幅分别为3.34%和2.48%，西北、华北跌幅相对较小，分

别较3月下跌0.94%和0.75%。与去年同期相比，华东、中南

地区水泥价格指数分别跌破22%和16%，西南、西北同比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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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10%，东北、华北跌幅分别为9.19%和6.65%。

表1：2015年4月六大区域水泥价格指数变化

区域 4月30日 3月31日 环比(%) 同比（%)

东北 109.61 109.18 0.39 -9.18

华北 102.51 103.28 -0.75 -6.65

华东 85.40 88.35 -3.34 -22.87

中南 98.10 103.15 -4.90 -16.10

西南 89.78 92.06 -2.48 -10.74

西北 85.04 85.85 -0.94 -11.65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水泥指数中心

图3：六大区域水泥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水指数中心

具体来看，4月，东北地区错峰生产企业陆续开窑，黑、吉

需求恢复至去年同期4～6成，辽宁略差仅三成左右，黑龙江、

吉林部分企业袋装低标水泥价格上调5～10元/吨，黑龙江部

分散装水泥价格也有所上调；而辽宁行情较差，报价下跌。

华北地区北京及河南中南部地区企业出货上升至常态

的六成左右，但房地产开工数量及进度依然缓慢，价格难有

上调，运行平稳；山西、内蒙古行情低迷，民用市场略有增长

但基建房地产需求几近停滞，价格已跌至200元/吨以下，未

来下跌空间极小。

华东地区月内苏州、巢湖、赣州、青岛等地在需求回暖、

企业自律、协会协调下价格有一定的上涨，但华东多数地区

仍以跌为主，尤其上海一带，主要企业下调幅度较大，累计

跌幅超40元/吨，安徽皖南一带、江西九江、上饶等地需求不

济，企业为提升销量均亦有不同降价幅度。

中南地区湖北鄂东武汉及周边一带月中价格有所上调，

主要以袋装水泥为主，其余省份城市价格或跌或稳，两广地

区跌幅明显，广东江门、清远等地需求有一定恢复，但企业为

抢占市场均对价格进行下调，粤西一带受低价冲击价格下行

也很明显，广西贵港竞争激烈，白色、崇左、南宁、防城港价

格持续走跌，崇左南方及红狮新增产能冲击下，价格依然存

较大下行压力。受两广影响，海南价格打破平稳走势，月末出

现较大跌幅。河南市场价格相对平稳，需求疲软及降雨影响

下价格难有起色。

西南地区4月份云南因需求复苏，大理、丽江、昆明、文

山等多个地区价格出现上涨，而贵州、四川、重庆行情维持

低迷，贵州贵阳一带需求部分回升，但区域竞争激烈，贵阳、

安顺、毕节价格出现10～30元/吨不等的降幅，成为西南地区

价格下跌最大的盛丰，重庆、四川需求恢复不济再加雨水影

响，价格出现走跌。

西北地区陕西西安、咸阳、宝鸡及甘肃天水、平凉价格

有所上调，其中陕西上涨幅度在20元/吨，但据市场反馈，实

际涨价并未达到预期，关中发货量虽增加，但多个企业有库

满间断性停窑情况，甘肃上涨主要是企业因需求恢复提升盈

利水平，除这两省外，西北其余省份价格大稳小动。

二、各省行情走势

2.1 各省4月价格变动分析

4月，全国共有3个省份的水泥价格出现了上涨，分别是

云南、甘肃、黑龙江，其中云南涨幅最大，达到了6.55%，甘

肃、黑龙江涨幅相对较小，不足2%；价格出现下跌的省份有

23个，较3月份增加了3个，其中上海、贵州领跌，环比分别下

跌14.62%和9.19%，两广跌幅也均超过了7%，四川、安徽跌

幅为6.32%和6.2%，山西、海南、山东、新疆、江西、湖南跌

幅在2%～6%，其余下跌省份跌幅不足2%。

表2：2015年4月各省P.O42.5散装水泥价格变化（元/吨）

省份 4月30日 3月31日 增幅 累计变动幅度（%)

全国 280.13 287.93 -7.80 -2.71

北京 454.00 454.00 0.00 0.00

天津 283.00 285.00 -2.00 -0.70

河北 261.07 262.91 -1.84 -0.70

山西 213.88 225.42 -11.54 -5.12

内蒙古 241.59 241.59 0.00 0.00

辽宁 269.61 271.00 -1.39 -0.51

吉林 409.06 410.07 -1.01 -0.25

黑龙江 386.34 379.23 7.11 1.87

上海 257.00 301.00 -44.00 -14.62

江苏 244.28 247.13 -2.85 -1.15

浙江 284.17 288.26 -4.09 -1.42

安徽 225.45 240.35 -14.90 -6.20

福建 286.82 291.13 -4.31 -1.48

江西 265.98 274.53 -8.5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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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4月30日 3月31日 增幅 累计变动幅度（%)

山东 257.97 268.05 -10.08 -3.76

河南 247.86 247.86 0.00 0.00

湖北 311.50 312.67 -1.17 -0.37

湖南 260.09 267.94 -7.85 -2.93

广东 318.98 346.44 -27.46 -7.93

广西 277.79 302.29 -24.50 -8.10

海南 309.99 324.51 -14.52 -4.47

重庆 256.58 260.48 -3.90 -1.50

四川 272.93 291.33 -18.40 -6.32

贵州 243.95 268.63 -24.68 -9.19

云南 318.49 298.92 19.57 6.55

西藏 672.86 672.86 0.00 0.00

陕西 238.96 239.30 -0.34 -0.14

甘肃 259.99 255.00 4.99 1.96

青海 335.30 335.30 0.00 0.00

宁夏 256.96 258.88 -1.92 -0.74

新疆 293.02 304.41 -11.39 -3.74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心、中国水泥研究院

注：由于北京主导企业挂牌报价虚高，导致区域统计均

价偏高，当前北京市场P.O42.5散装水泥价格300元/吨左右。

2.2 主要异动省份具体变化分析

2.2.1云南：价格一枝独秀

4月，云南省得益于部分重点项目及基建水泥需求开始

复苏，大理、丽江地区华润、红塔、滇西、中国建材等多个企

业水泥价格调涨10～20元/吨，昆明一带拉法基、昆钢嘉华也

上涨了15～20元/吨，部分小厂跟涨5～10元/吨，中下旬文山

等局部地区袋装水泥销量好转，价格上涨10元/吨，而其他地

区受农忙影响水泥需求有所趋弱，但价格在前期上涨的基础

上持续走稳。总体而言，4月云南水泥价格表现一枝独秀，成

为全国水泥价格上涨最明显的省份。

图4：云南P.O42.5散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心

2.2.2上海：价格大幅下调，下行空间有限

4月，上海地区因雨水影响需求回落，自7日海螺下调高

标散装水泥价格30元/吨后，其余地产及金峰、盘固等外来

水泥跟随调整，外来水泥冲击下，明珠海螺、宝山南方等企业

日销量不足2000吨，中下旬价格跌后走稳，目前价格已跌至

较低水平，未来下跌空间十分有限。

图5：上海P.O42.5散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心

2.2.3贵州：竞争激烈，价格跌幅扩大

4月，贵州水泥价格继续下行，跌幅较前期明显扩大。上

旬，贵阳市政工程水泥需求回升，企业为平衡产销下调价格，

幅度为20～30元/吨，区域竞争激烈；中下旬，龙里红狮、凯

里瑞安下调部分水泥价格10～20元/吨，安顺一带企业库满，

平坝台泥等厂大幅下调水泥价格10～30元/吨，毕节地区受

海螺、红狮低价水泥销入价格走低10～20元/吨；月底，雨天

较多，价格跌后走稳。

图6：贵州P.O42.5散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心

2.2.4两广：广东需求回暖但竞争激烈，广西促量降价

4月，两广价格双双下行，广东需求虽有部分回暖，但由

于区域库存较大，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依然维持跌势，广西

企业为提升销量价格再次下调，再加之区域前期新产能释

放，短期价格仍有巨大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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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上旬，广东需求缓慢回升，企业基本保持正常

生产，市场竞争激烈，阳江因天气欠佳，海螺低标价格大幅下

调30元/吨；中旬，江门天气转好，需求回升，海螺、华润等厂

价格持稳，但小厂低标袋装价格相继走低20元/吨，清远一

带工程、民用需求恢复，水泥销量增加近两成，台泥低标袋

装及高标散装价格走低15～25元/吨，其余厂家暂稳，而区域

熟料库存维持在九成，销售压力较大；下旬，粤西湛江一带受

外围低价水泥冲击，地产袋装水泥价格普遍下调10元/吨，

珠三角需求恢复近八成，价格趋稳，英德大厂企标价格走低

25元/吨，广英对销往清远地区低标价格下调10元/吨，广州

小厂低标价格走低10元/吨，韶关地区新丰越堡、海螺等厂

42.5散装下调10～15元/吨。

广西上旬贵港地区华润、台泥下调各规格袋装水泥价格

5～10元/吨以提升销量，企业库存维持在6～7成，百色登高

田东、东泥及部分小厂袋装也有下调，随后与水泥影响需求

不振，部分厂家开始检修限产；中旬，需求虽有回升，但受崇

左南方、红狮低价水泥冲击，水泥价格连续走低，幅度均在

30元/吨，崇左南方熟料出厂降至170元/吨，南宁、防城港等

地价格也陆续下行；下旬，价格跌后走稳，库存较前期略有下

降，个别地区如桂林仍有企业价格走跌。

图7：两广P.O42.5散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心

2.2.5四川：需求低迷，旺季不旺

4月，四川市场原本应是小旺季，然而需求低迷态势不

改，价格进一步下探。上旬，达州一带通江、平昌、开江、大

竹、宣汉等地区达州利森、大竹西南、川东、新建、达开、百坚

等厂32.5级水泥出厂价格普遍下调10～20元/吨左右，广元

海螺外销价大幅降至180～190元/吨；中旬，川中成都地区水

泥价格持续走低，低标需求低迷，不足去年同期三分之一，高

标竞争激烈；下旬，阴雨天气增多，水泥销量下滑，川中一带

竞争趋于白热化，水泥价格低位徘徊。

图8：四川P.O42.5散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中国水泥网行情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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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小天城”：
可持续建筑理念造梦“天空之城”

一段名为“一天三层，中国新常态”的小视频近日在网络

上走红，视频直观而精简的展示了何为“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栋57层建筑仅历时19天建成的建设过程被浓缩在4分钟内

呈现。这段视频在YouTube等国外网站爆红后，被冠以“中国

速度惊呆美国人”的标题。 

一天盖三层，这么快的速度是真实的吗？这一速度是如何

实现的？这样的高楼安全吗？质疑虽多，但并未影响到这一被

冠名“小天城”的项目知名度迅速升温。带着期待和疑问，中国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网记者走进这栋“明星”高楼一探究竟。 

19天建成的57层远大“小天城”项目外观

现实中的“乐高积木” 

在楼群普遍不高的湖南长沙经济开发区，矗立于此的57

层建筑“小天城”格外醒目，有“鹤立鸡群”之感。远远望去，

大楼呈“十”字形，基本已经完工，现场已罕见大型机械，施

工工人也较普通建筑工地“稀少”。在既是项目业主也是施工

方的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可建）负责人的

带领下，记者一行得以近距离参观大楼。 

大楼内部层高10米的大厅 

据远大可建安装部部长何优贤介绍，目前大楼正在进行

内部装修，预计5月份可交楼，随后进行招商工作。整座大楼

为钢结构建筑，高200余米，每一层面积约2800平方米，总面

积18万平方米。大楼内包括3.6公里的步行街、19个层高10米

的大厅，按照建筑规划，内部可容纳4000人办公，800个家庭

居住。服务设施包括幼儿园、购物中心、泳池、空中花园等，

顶楼更建有停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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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层通往57层的“天街”，可供小型零排放车辆行驶

谈及19天建57层这一施工速度的真实性，何优贤表示，

项目始建于2014年1月份，原计划建97层，但建到21楼后停

工，因为大楼离机场不足十公里，民航提出意见后改为57层，

为此一停工就是近一年。“2015年1月31日复工，2月17日封

顶，扣除停工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实际施工天数为19天，确实

是一天三层的速度。” 

而对于舆论质疑“速度太快，是否会不安全”，何优贤回

应道：“实际上这一速度不算突兀，毕竟大楼部件是工厂预

制，所有可以在车间做好的部件都已生产完全，现场只需要

进行拼装，类似于搭积木，速度自然很快。大楼在防火、抗震

等方面都没有问题。” 

内部钢结构 

具体到生产建造流程，何优贤介绍，公司先向国内外钢厂

提出材料形状、厚度等要求定做原材料，原材料运来之后，在

位于长沙北部的岳阳市湘阴县远大可建总厂（两地距离75公

里）里按照设计的电脑参数进行加工，做成需要的积木块形

状，同时安装好管线系统。最后运至施工现场，由1200名工人

分日夜两班轮流上阵，开始吊装和拼接钢结构工作，累计进行

了约5000次精确吊装，多达60万个螺栓严密连接。 

 工人正在加固螺栓 

“小天城由2700多个积木块搭建，每个积木块长15.6

米、宽3.9米，厚度0.9米，积木之间用进口的数十个巨型螺栓

连接固定，很坚固且抗震。”何优贤称。

“小天城”探路“天空城市” 

记者在交流中了解到，远大可建目前的预制建筑规格十

分统一，皆为3.9米×15.6米的预制板材，建筑工地现场的工

人只要将这些“零件”进行拼接即可。且“小天城”并非远大

可建“搭积木”建筑方式的“处女作”。 

“小天城”项目57层楼顶计划建成空中花园及泳池，

目前正在施工。图为停机坪 

早在2010年6月，远大集团在长沙建造了一栋15层高的“新

方舟”酒店，只用了不到6天时间完成施工。同年的上海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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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远大展览馆的搭建也仅用时24小时。2011年，远大可建在

湖南湘阴建成30层高的“T30”酒店，也仅仅用了15天。 

珠玉在前，“小天城”项目的建设速度在远大可建看来应

属“理所应当”，据悉，“小天城”项目还是高838米“天空城市”

的预演。尽管此前同样引起热议的远大“世界第一高楼”项目

暂未面世，但远大建造“世界第一高楼”的目标仍十分坚定。

远大可建安装部部长何优贤（左）为记者介绍“小天城”项目细节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张君认为，这类预制装配式可

建技术，相较传统钢筋混凝土建设技术更快。这种建筑主体

为模块化钢结构，虽然建设过程好似“搭积木”，但在安全性

上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运用在超高层建筑上。 

但张君教授同时指出，虽然钢结构建筑在场地建造时间

上有一定优势，但其自身也有一些弊端和隐患。从过去的经验

看，这种装配式建筑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长了，相比钢筋混凝土

建筑，可能出现渗水、保温隔热不好、生锈概率较高等问题。 

对此，远大集团新闻发言人朱琳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远大可建预制建造的房子每50年都会进行防锈处理，事

实上，在车间就已经有针对性地做了处理。 

打造一楼之内的现代化“绿色”都市 

随着空气质量恶化，我国大部分城市雾霾天气增多，危

害加重。建筑施工则被认为是形成雾霾的四大原因之一，不

少城市在雾霾天气应急预案中，采取了“暂停建筑工地施工

作业”这类临时性措施。而柴静的雾霾专题一推出便引起了

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可见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不

得不正面的严峻问题。 

事实上，“绿色”已经成为各行业未来探索发展的主旋

律，建筑业也不例外。远大可建的“可建”是远大工厂化可持

续建筑的简称，其“可持续”定义来自抗震、节能、净化、耐

久、节材、可循环建材、无醛铅辐石棉建材、无扬尘污水垃圾

施工。这八个方面也是远大可建一直致力的方向。 

大楼内的垃圾分八类进行回收 

在“小天城”的11层，记者参观了已经装修出的几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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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小户型样板间，风格各异，现代时尚。除了不同户型的

“民居”，大楼内还包含了办公、娱乐、休闲、购物等多类型功

能区域，由1层蜿蜒直抵57层的“天街”更可供小型无尾气排

放车辆行驶。俨然应了项目“小天城”之名，将一座小型城市

纳于一楼之内。

样板房内的智能控制系统

参观过程中，记者发现精装房虽装修完工不久，但异味

较淡。何优贤答疑道：“这得益于远大集团的新风系统。这是

一个由3级过滤器组合的系统，第一级采用粗效过滤器，过滤

PM10粉尘至70%，第二级采用‘静电除尘器’过滤无限小的粉

尘至98%，余下未能吸附殆尽的粉尘则通过第三级高效过滤，

PM2.5最终过滤效率达到99.9%。当新风彻底干净了，室内只剩

下人带进来的粉尘，所以室内空气比室外洁净100倍以上。” 

用于净化大楼内空气的新风系统 

据了解，大楼内安装了26台上述系统，使得楼内新鲜空

气极为充足，却只损失很少能量。不仅如此，在何优贤的提醒

和介绍下，记者还注意到，大楼内与外界相隔的玻璃墙面有

四层，这一多层玻璃窗可使室内冬季如睡袋、夏季如冰箱，起

到了很好的节能降耗功用。 

不过，楼内的精装房房价却让不少本地人咂舌。据介绍，

“小天城”的功能主要是写字楼和住宅，9楼以下是写字楼，

11楼以上住宅，住宅从60平米到240平米不等，对外销售价格

基本确定在每平米1.2万元。记者询问对“小天城”项目有所

耳闻的本地人是否会考虑在这里买房，对方表示暂不考虑：

“精装房12000元一平方米，都可以在长沙市中心买房了，而

且路段也太偏远。” 

谈及即将面临的销售问题，何优贤表示：“‘小天城’是

精装修，空气非常好，而且配套设施齐全，类似于一个城市。

加上各种节能环保设施的配备，实际上性价比很高，不乏识

货之人。” 

穹顶之下 资源环境矛盾倒逼建筑业转型 

数据显示，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比重达40%，

建筑资源化利用率不足10%，而欧盟国家的建筑资源化利用

率达50%。加之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低廉劳动

力红利时期已经结束。但我国建筑的建造方式还比较粗放，

用工数量多、生产效率低、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大，并且亟待解

决管道、防水、保温等内涵质量通病问题。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愈加紧迫，保护生态环境的

压力持续增加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建筑业生产方式需要改变。 

与传统的修建方式相比，建筑工业化方式将全面提升

建筑物的综合品质。业内人士形容道：“若以往的建筑误差

是以厘米计算，那么建筑工业化则能控制在毫米级。”新方

式在节能环保上也有明显的好处：减少用水量、木材用量、建

筑垃圾、建造综合能耗等。与此同时，施工场地粉尘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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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空气污染大大减少。在“小天城”项目的施工现场，记

者便鲜见建筑废料，为数不算多的工人们分散在各处，有条

不紊的进行着各类拼接工作。 

另外，建筑工业化还能带动包括设计、施工、建材等50

多个关联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并推进建筑业由劳动密集向技

术密集转变。“若用传统建造方式建造‘小天城’这一规模的

项目至少需要5000名工人，而‘小天城’项目的施工人员总人

数仅为1200人，其中包括不参与现场施工的工作人员。”该项

目人力成本上的节约由此可见一斑。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于今年1月印发了《湖南省推进住宅

产业化实施细则》(简称《细则》)，4月出台的《湖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住宅产业化的指导意见》(湘政发〔2014〕12号)更

指出：到2015年，力争在湖南省建立国家住宅产业化标准中

心，住宅部品部件规模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8%以上，实现规

模工业产值400亿元以上。到2020年，力争保障性住房、写字

楼、酒店等建设项目预制装配化(PC)率达80%以上，培育并

创建3～5个国家级住宅产业化示范基地，30～50个国家康居

示范工程。 

湖南住宅产业化迎政策利好，省内的远大住工、三一重

工、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等19家单位更发起了“湖南省住宅产

业化联盟”，联盟单位包括了湖南省建工集团、中建五局、沙

坪建筑、华盛麓峰集团等大型企业。这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

住宅产业化联盟。 

放眼未来，不止湖南，“建筑工业化”和“绿色建筑”都

将成为未来建筑两大关键词。“小天城”项目只是个例，随着

各地绿色建筑、住宅产业化政策的推进，以及节能减排、低碳

环保理念更为普众，同类型建筑会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以惊

人速度“冒”出？不妨拭目以待！ 

“小天城”楼顶俯瞰长沙 

作者简介：
来飞翔，中国水泥网专职摄影记

者，人像摄影资深摄影师。曾就职于竹

蜻蜓工作室，专职人像研究和拍摄。曾

就职于《青年时报》，参与《最美妈妈

吴菊萍》及《钱江三桥引桥事故》新闻

事件全程跟踪拍摄。其作品《回家》曾

入选浙江大学生摄影展并巡展。

作者简介：

余乐乐，中国水泥网记者/编辑，

传媒专业本科出身，现投身水泥行业

新闻事业，专注行业采访报道，秉承

公正客观原则，力求以第三方视角记

录行业真实，传播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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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城”细节一览
理论照进现实的住宅产业化

1931年，美国帝国

大厦在410天时间里拔

地而起，标志着以改革

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建

筑工业化从理论照进

现实。美国的工业化住

宅，源于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出现的大量拖车

式、用于野营的汽车房

屋。受其启发，住宅生

产厂家们开始生产外观

更像传统住宅，能用大

型汽车拉到现场直接安

装的房屋。

日本则是世界上率

先在工厂里生产住宅的

国家，早在1968年“住

宅产业”一词就在日本

出现，住宅产业是随着

住宅生产工业化的发

展而出现的。60年代中

期，日本住宅建筑工业

化有了相当发展，混凝

土构配件生产首先脱离

建筑承包企业，形成独

立行业。

对于住宅产业化的

概念，建设部住宅产业

化促进中心副主任童悦

仲这样介绍：“住宅产

业化是1968年日本人提

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

初，我们开始和日本有

关机构合作。我曾问他们的专家，到底什么叫住宅产业化？你能不能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描述一下？

他就讲，很简单，三句话：第一，资金和技术的高度集中；第二，大规模生产；第三，社会化供应。”

关于产业化，联合国很多人下过定义，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日本人讲得最简明：住宅产业化首先

是一种住宅建造方式的变革，就是由半手工半机械比较落后的建造方式，转变成一种工业化生产

方式。

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到访建设部时表示，澳大利亚的住宅产业化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澳

大利亚的建筑工会很厉害，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非常高。所以企业要想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就

一定要走产业化道路，将建筑工地的工序分解。凡是在施工现场能分解出来的部件，就拿到工厂

的生产线上去做。这样能大大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工期，保证质量。

而日本的合作方工厂则完全在生产线上生产住宅，每一条生产线八个小时可以生产10到11栋

住宅，48分钟一栋！运到现场一天就可以组装完成。至2014年底其市场占有率达5%。

显然，住宅产业化——用工业化方式生产住宅，可以减轻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

动效率，保证建筑质量。更重要的是，它能节约资源。当前，住宅产业化已经成为建筑业发展的趋

势和必然，让我们一起从“小天城”探寻住宅产业化的细枝末节吧。

工业化建造方式实现了建筑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建造过程也更加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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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住宅产业

化历史相比，中国的住

宅产业化还很年轻。尽

管面临种种挑战，但业

内认为住宅产业化的

春天已经来临。

从2011年开始，我国的住宅

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每一年都有跨越式发展。

相比传统施工方式，

工业化建造方式极大

程度减少了建筑垃圾

的产生、建筑污水的

排放、建筑噪音的干

扰、有害气体及粉尘

的排放。

住宅产业化本来

只是强调住宅领

域的产业化，但

不应局限于住宅

建设领域的产业

化，而应是包括

住宅在内的，也包

含其它一切用途

物业的产业化。

国外经验表明，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人工成本占比很大，住宅工业的配套产业已经

成熟时）采用工业化的方式建造住宅要比采用现浇的方式在成本上会低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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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财政部和住房城乡

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

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

施意见》，其中明确要求要

积极推动住宅产业化。

“小天城”内的冷热电联系

统属于绿色环保节能产品，

获国家专项资金鼓励。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国内住宅产业化在城市新

建建筑、存量建筑改造、农村住房建设、保障房建设方

面等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联合国提出“住宅产

业化”的6条标准：生

产的连续性，生产物

的标准化，生产过程

的集成化，工程建设

管理的规范化，生产

的机械化，技术生产

科研的一体化。

30年来，我国住宅产

业化发展进度缓慢，

相关标准和技术落

后，企业参与度不高。

但随着近两年相关部

门和企业对住宅产业

化认识层次的提高，

这种像搭积木、造汽

车一样建房的梦想正

一步步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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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
生产情况不容乐观

一、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

1～3月份，工业、消费、投资三大数据齐降,“克强指数”

中两项下降，实体经济企稳压力加剧。

●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为近六年最低

● 居民消费同比增速降至10.2%的近九年低点

● 投资同比增长13.5%，2001年“入世”以来的14年新低

●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0.8%，增速创五年半新低

● 铁路货运量同比下降9.0%

今年一季度的工业、投资及消费数据均低于预期。工业

增加值同比升6.4%，为近六年最低；居民消费同比增速也降

至10.2%的近九年低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5%，更

是2001年“入世”以来的14年新低。

数据显示,除了出口增速大幅反弹外,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均出现下滑,并创下数年新低,显示经济下行风险仍需警惕,

也进一步强化了政策宽松的预期。

今年以来制造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3月官方制造业PMI 

为50.1%，比上月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虽然小幅回升，但

涨幅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同时本月的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

单指数均小幅回落，国内外市场需求仍显偏弱，制造业存在

较强下行压力。

此外，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货运量和全社会用电量表现

疲弱。1～3月铁路货运量环比下降0.1%；1～3月全国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0.8%，增速创五年半新低。显示出目前我国

实体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市场需求依然乏力的现实。

二、一季度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经济运

行平稳放缓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从2012年起进入经济增长换挡

期，增速放缓；2013年行业经济较2012年反弹，保持平稳、适

度、较快的发展。2014年总体上行业经济运行仍处于平稳较

快运行区间，但是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下，面对房地

产行业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及常态化,制造业产能整体过剩，

市场需求萎缩，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严峻形势，混凝土与水

泥制品行业主要经济数据较去年同期明显放缓，主营业务收

入和利润总额增速降到2006年以来最低水平。

今年一季度，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生产、投资继续减

缓，整体经济运行保持平稳。

(一）主要产品生产呈下降趋势

今年1～3月，除混凝土预制桩外继续减产外，混凝土与

水泥制品行业主要产品生产增速均现放缓（见表1）。

1、房地产开发投资低速增长常态化，混凝土预制桩市

场需求持续萎缩，生产继续减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665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5%，增速比1～2月份回落1.9个

百分点。1～3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584018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6.8%，增速比1～2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施工面积407714万平方米，增长3.7%。房屋新开

工面积23724万平方米，下降18.4%，降幅扩大0.7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6791万平方米，下降20.9%。由此可以

看出，今年一季度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及住宅新开工面积均

延续2014年的下降趋势。

表1：1～3月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规模以上主要产品生

产情况

主要产品
1～3月

产量

增长率（%）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混凝土电杆

（万根）
252.2 1.45 15.76

混凝土预制桩

（万米）
6543.5 -3.88 4.96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30719.4 10.5 15.21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沈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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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大幅下滑，混

凝土预制桩市场需求持续萎缩，混凝土预制桩行业从2014 

年10月份起再度减产。

从地区看，今年一季度浙江、江苏、安徽、山东、上海、

河北、辽宁、河南天津混凝土预制桩生产大省（市）均现较大

幅减产；而广东、福建省（市）生产保持增长。

房地产行业的刚性需求已基本接近饱和，未来的发展要

靠改善性住房消费市场的支撑，其开发投资增速将保持常态

化增长但增速还将继续下降。混凝土预制桩整体产能已经过

剩，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成为过去。调研显示，2014年整

个行业的开工率不足50%，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企业竞争惨

烈。龙头企业正在积极开发新的应用领域，增加科技和自动

化装备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转型升级，谋求新的增

长点并取得一定进展。

今后混凝土预制桩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继

续调整产品结构，开拓新的市场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在全行

业推进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行业转型升级压力来自于，一是

资金、人才压力；二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压力日趋严厉；三

是产能过剩、低价竞争；四是其他桩基材料的市场竞争。

2、基建投资平稳助商品混凝土生产保持适度增长

今年1～3月，规模以上商品混凝土生产保持适度增长，

累计产量3.0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5%，同比增速减缓4.7 

个百分点，比2014年全年增速减缓0.89个百分点。

图1：2006年～2015年各月规模以上商品混凝土生产及

增长情况

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基建投资已经过了高峰期，但在

2011年之后，增速又逐步回升，自2014年一直稳定在20%左

右；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额也呈逐渐回升趋势。2014年四季

度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又审批了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飞机场、深水港等等，这些基础

设施的投资，会对稳定国民经济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

对稳定商品混凝土市场需求产生积极影响。

今年1～3月，规模以上混凝土电杆累计产量252.2万根，

同比增长1.45%，同比增速减缓14.3个百分点，比2014年全年

减缓6.8个百分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回落至历年最低

2014年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投资完成额为2400亿元，

同比增长15.1%，增速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今年1～3月，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投资完成额为327.8亿元，同比增长

3.98%，同比增速大幅减缓24.4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增速

回落11.1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

图2：2009～2015年各月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情况

从行业看，水泥混凝土制品制造业投资完成额为193.6 

亿元，同比降低4.54%（首次出现），同比增速大幅回落

20.0%；混凝土结构构件制造业投资完成额为75.8亿元，同

比增长20.7%，同比增速减缓21.3%；石棉水泥制品制造业

投资完成额为6.05亿元，同比下降31.6%，同比下降幅度加

深26.4%；其他水泥制品制造业投资完成额为52.3亿元，同

比增加28.3%，同比增速加快4.2%。

表2显示，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投资结构发生变化。

“十二五”期间，随着新型建筑工业化和住宅产业化的大力

推进，混凝土结构构件制造业投资增长和比重都在增加，同

时新产品的出现使得行业投资比重从传统产品分类的行业向

新产品聚集的行业（其他水泥制品制造业）转移。

表2：混凝土与水制品行业投资构成变动情况

年度

固定

资产

投资

(亿元)

增速

(%)

分行业投资占比（%）

水泥

混凝土

制品

制造业

混凝土

结构

构件

制造业

石棉

水泥

制品

制造业

其他

水泥

制品

制造业

2006年 145.4 38.1 67.8 16.3 2.6 13.3

2014年 2400 15.1 64.7 19.1 2.3 13.8

2015年

一季度
327.8 3.98 59.1 23.1 1.85 15.9

从行业看，今年1～3月，水泥混凝土制品制造业和石棉水泥

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是全行业投资增长回落主要原因。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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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看，今年1～3月，东部地区投资增长同比明显降

低，是拖累行业投资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投资额

占全国总投资45.4%，投资增速为-2.8%；中部地区投资额

占全国总投资36.4%，投资增速为29.6%；西部地区投资额

占全国总投资18.2%，投资增速为-14.8%。

(三）行业盈利大幅反弹，运行质量向好

2014年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仅为

9.8%，行业盈利水平在2014年全年呈下降趋势，为历年最

低水平。同时，主营业务成本增长快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0.7%，全行业毛利率为13.4%，同比降低0.5%，是2009年以

来的较低水平。

今年1～2月，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盈利大幅反弹，经

济运行质量好于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快于主营业务成本

增长0.7%，全行业毛利率为13.4%，与上年全年水平持平，同

比增速上升0.8%。2015年1～2月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实现

主要经济指标及财务数据见表3。

表3：1～2月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及财

务数据

指标 1～2月
同比增长

（%）

增减（%）

比上年同期 比上年

主营业务

收入(亿元)
1406.4 15.9 -0.5 3.1

利润总额

（亿元）
 72.9 45.1 28.8 35.3

毛利率（%)  13.4
上年同期

为12.6
0.8 持平

销售

利润率（%)
 5.2

上年同期

为4.1
1.1 -0.7

应收账款

周转率（次)
 4.34

上年同期

为4.63
-0.29 ---

总资产

报酬率（%)
7.3

上年同期

为5.9
1.4 ---

  

三、行业发展瓶颈及对策建议

(一）发展瓶颈

1、混凝土制品行业：创新乏力，大而不强

表现在：产品结构单一、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市场多层

次和升级换代需求；低质低价，“劣币驱逐良币”严重扰乱行

业生态。

以混凝土管行业为例，我国混凝土管生产企业众多，据

不完全统计，截止2014年，全国约有5000余家混凝土管制造

企业，约有1000家企业有政府颁发的混凝土压力管生产许

可证。近年来，随着我国长距离和区域供水管线的建设，因

混凝土管道特别是PCCP管在大口径、高工压和长距离输水

方面的优良的性价比，在近10年内也建成有10家左右的大型

混凝土压力管生产企业，如宁夏青龙、新疆国统、山东龙泉、

北京韩建河山、山东电力管道、浙江巨龙等，这些企业年产

值都在几亿到十几亿元以上，为国家工程建设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行业中大部分混凝土管企业固定资产在500万元以下，

年产值500万元至1000万元间；有1/3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在

几十万到百万元左右，年产值300万元以下，从规范化管理来

看，有规范技术及生产管理的企业不足百家，产业结构极其

不合理。产品材性研究测试及新产品开发能力基本没有，多

为简单的模仿。对市场、技术等情况缺乏认真的调研，盲目投

资者有之，因某个原因揽到一个工程而建厂，项目完成后即退

出的有之，如此等等。多数这样的企业生产工艺不尽合理（根

本谈不上有工厂设计），虽然部分企业的生产装备还算先进，

但往往不能物尽其用，人工及各类成本大幅提高，因此不得

不想其它的办法来降低成本（如不按标准生产、偷工减料），

产品一次合格率不足七成。混凝土管应有的产品份额被其它

产品性能、施工性能等不合理的管材（只因这些管材成本更

低）替代，市场逐渐萎缩。大型的混凝土管制造的龙头企业

研发能力强、产品质量好的优势在现有供需关系的市场条件

下没有获得好的发展，进入到投资回报低的陷井。预制混凝

土桩、混凝土电杆及其它混凝土制品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2、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缺失，乱象丛生

表现在：准入、监管缺失，产能利用率低；业主拖欠工程

款“任性”，应收账款逐年累加；混凝土工程质量堪忧，事故

频发。

2014年对于大多数的预拌混凝土企业来说是一个严酷

的冬天，除了2014年6月13日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将预拌混

凝土增值税率由6%调整为3%以外，就没有什么好消息。产

能利用率低，应收账款总量还在不断增加、混凝土工程出现

质量事故等等，行业20%以上的年增长不复存在，预拌混凝

土行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预拌混凝土由建设主管部门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出台相关的资质管理标准，各省市建设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

地区的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资质审查和发放生产资质（建筑企

业专业承包资质），委托质检部门进行质量抽检。自1993年

至2001年，建设部制定、修订并实施了《混凝土预制构件和

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建施［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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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号）、《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试行）》（建建［1995］

666号）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建建［2001］82 

号）。这个政府管理部门用于管理混凝土企业的唯一的“抓

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全国有搅拌站约8000个，

通过这个“资质”成为“合法”生产和进入市场的企业有多

少？没有这个“资质”仍然可以向市场供应混凝土的企业又

有多少？混凝土企业的“资质”对企业来说又是可以交易的

“商品”。在某地区，一个固定资产等也就值3000万元搅拌

站，因为拥有一份“资质”，就可作价6000万元出售，也可以将

“资质”用于“出租”，坐享一年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

入”。预拌混凝土企业的实验室硬件配置、技术人员配置不

能满足质量检验的需要，更不用说产品的研发与设计了，因

此，出现混凝土产品质量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4年11月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关于印发《建筑业

企业资质等级标准通知》（建市[2014]159号），《建筑企业资

质等级》新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预拌混凝土

企业资质的管理有如下规定：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不分

等级。企业净资产2500万元以上。企业主要人员（1）技术负

责人具有5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具有

工程序列高级职称或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实验室负

责人具有2年以上混凝土实验室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

中级以上职称或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2）工程序列中级以

上职称人员不少于4人。混凝土试验员不少于4人。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1）120立方米/小时以上混凝土搅拌设

备1 台，并具有混凝土试验室；（2）混凝土运输车10辆；（3）

混凝土输送泵2台。承包工程范围：可生产各种强度等级的

混凝土和特种混凝土。从预拌混凝土行业30多年的发展历

程看，通过单一的资质标准来规范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是

不可行的。

预拌混凝土应收账款多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困难，也助

长了行业内乱像丛生。从搅拌站出来的预拌混凝土仅仅是个

半成品，其终产品的表现要在混凝土硬化并成为结构工程的

一部分后，这个特性也被混凝土用户（工程施工或工程总包

单位）作为付款的条件之一。由此入手分析预拌混凝土行业

应收账款高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混凝土的

赊销方式即产生应收账款，赊销是混凝土行业的惯例，因供

应大于需求，混凝土市场也是买方市场，交易主动权掌握在

买方手中，较大、正规工程均有垫资周期，先供应混凝土后

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即每月按供应产值的比例付

款或按建筑主体达到某个部位付款或竣工验收后再付款，此

类工程即产生应收账款。目前混凝土板块均为有垫资周期的

工程，预付款工程所占比例极低。二是超合同期限不付款即

产生逾期应收账款。逾期应收账款是指在销售合同约定的

付款期限内应回款而未回款的应收账款。合同的付款节点都

是围绕工程的进度，对各个阶段进行比例约定，实际付款比

例结构过程中一般在30%～40%，封顶后付至80%～85%，

完工后半年或一年付至95%左右，留存5%质保金以待质保

期满后支付。混凝土市场超合同期限付款现象普遍存在，因

而逾期应收账款会随着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目前混凝土

销售合同中主要存在三种付款期限，分别为：按每月供应产

值比例付款、按工程施工进度付款、垫资达到具体金额后按

比例付款。以按月度供应产值比例付款期限为例，如合同约

定：买方每月付供应产值的65%货款，图纸结算完毕后付款

25%，剩余10%货款为质保金，工程验收合格，质保期满2年

后付清。在工程特别顺利且买方信用良好且资金充余的情况

下至少为3年，通常情况下要4年。

(二）对策建议

政府相关部门应调整管理思路，对相关产业政策实施

顶层设计；行业协会更应发挥积极作用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1、把混凝土作为一个生产性服务业来对待，给予高度

重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并作为重要原材料工业单独纳入

国家统计口径。

目前，我国混凝土行业经济规模达到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国内像这样的产业并不多，而这样的传统产业更少，而

且，它对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国

家有必要重视其发展，将混凝土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从目

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阶段、混凝土产业的特征和发展

中面临的问题来看，营造产业升级的政策环境还不具备，除了

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以外，影响行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是

市场需求和健康发展缺乏具体的监管和政策支撑，一些政府

部门名义上是监管部门，事实上却起不到作用,因为没有把混

凝土行业作为制造业而是作为建筑承包企业来管理，所制定

的相关资质条件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管理（审批、核准

等）都缺位。

首先，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处在城

市化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市场对混凝

土的需求量很大，如果任凭眼下混凝土产业无序发展的状况

持续下去，必将影响建设目标的实现。因为，一方面，混凝土

质量是建筑工程质量的保证，恶性竞争诱发的价格战会引发

混凝土质量滑坡，任何一个搅拌站的质量失控都将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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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造成严重的影响，以北京为例，就已经

发生了几次因混凝土质量问题造成在建或已建成建筑被拆

除的案例；另一方面砂石等原材料资源日渐稀缺，混凝土的

原材料储备已经上升到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的高度，有关部门

和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应制订产业规划，并根据规划控制水

泥、砂石资源，保证原材料的战略储备和混凝土的生产、供应

能力。

其次，就混凝土产业的特征而言，其生产过程可以看

作是一个来料加工过程，是为施工企业服务的，我们可以把

其归为生产性服务业，虽然不同于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

业。因预拌混凝土不可存储性带来的不可异地贸易性，使得

一地行业竞争的剩余产品不能通过市场贸易手段直接销售

至异地市场，因此，在较大地域内的市场机制在调节其发展

方面是无效的，所以必须引入适度的政府调控以遏制恶性

竞争。

2、建立行业职业资格制度，制定科学的企业规范条

件，提高准入门槛；鼓励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专

业化水平，打造行业龙头企业。

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标准，在预拌混凝土和水泥混

凝土制品市场需求量上升的情况下，各地小型混凝土制品企

业、搅拌站纷纷上马，只顾短期利益，造成了当前我国混凝

土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配置不足、产品质量不稳定，产能过剩与市场秩序混乱已

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成为制约产业整体水平提升的最大

障碍。要改变这一现状，推进产业健康发展，必须严格控制

增量、抑制产能过剩。自2010年以来，水泥企业向下游延伸产

业链而进入预拌混凝土行业，到2014年底，已有中国建材、中

国中材、北京金隅、唐山冀东、华润水泥、华新水泥等水泥企

业进入预拌混凝土行业，这些企业的预拌混凝土产能和产能

全国前10位，但这些企业混凝土产量占全部混凝土总量的比

例还是不高，产业集中度很低。2012年以来，我国南水北调及

其它长距离大容量调水工程集中建设，催生了大量的混凝土

压力管生产企业，产能严重过剩，造成了大量的设备闲置，投

资回报率很低。要解决这些问题、缓解各方矛盾，单纯依靠

市场机制去实现是比较困难的，需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介入，

科学定位，加大管理力度，促进混凝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建议对企业准入的规范条件，对混凝土生产的相关指

标，如工艺与装备、能源消耗、物耗、环境保护、质量保证体

系（试验室条件、研发人员等）、生产管理、企业生产集中度

等做出尽可能详尽而科学的规定，严格新建项目监督监管，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明确规定不满足规范条件的企业不能从

事混凝土生产和经营，施工单位不得购买其生产的预拌混

凝土，改变目前预拌混凝土行业分散混乱、质量参差不齐的

发展现状。同时，国家应加强对企业兼并重组的引导和政策

扶持，引领行业企业规模化生产、通过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

的整合，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优化产能存量和产业组织结构，

推进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调整，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和专业化水

平，打造行业龙头企业。

3、加快信息技术在制造中的推广应用，利用信息技术，

提高智能化监管水平。

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混凝土产业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信息化基础，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将成为混凝土企业

生产管理的趋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大型设备的不

断增加，一方面要求企业必须依靠现代科技装备、采取科学

规范的管理手段，进行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改造，例如北京燕

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把每片生产出来的预制构件都埋上芯

片，芯片记录了该块构件生产过程中的全部信息，方便跟踪，

任何一块预制构件出了问题都能找到。另一方面，作为监管

部门也可利用现代信息监管技术，可以实时监控整个生产作

业过程的各个环节，例如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自2009

年起实施了“广州市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保

证了质量管理体系能有效地运行；企业生产过程得到有效控

制，包括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产品厂检验、原材料管理台帐、

质量证明文件、试验室检测设备（仪器）配备、混凝土试块的

留置等数据的真实可靠。

4、建立混凝土产业示范项目，推动混凝土产业升级。

实现预拌混凝土的绿色、低碳、清洁、安全生产，主要

从标准化、工艺设计、设备选型、生产管理、信息化、节能、节

水、防尘降噪、厂区绿化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着手，从国

家政策上给予支持和扶持。2014年，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协会为27 家达到绿色清洁生产的预拌混凝土企业授牌，企

业通过这种行业评审与认可，既规范了市场，企业自身又管理

和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效果良好。

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一提高、二淘汰、三建立示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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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原则。行业协会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和提升混凝土

行业规范条件，如生产、管理、经营、质量管理全过程信息

化；工艺流程高效率、低能耗；实现生产污水100%循环综合

利用；生产过程固体废料100%分离处理，100%循环综合利

用；降低粉尘，实现粉尘“零”排放等。首先，对于一些大型龙

头企业也应通过先进标准严格要求提高其管理水平和研发

能力，其次，淘汰规模小和技术能力薄弱的落后生产能力。以

区域内解决为突破点，在具备一定预拌混凝土生产规模（如

1000万立方米/年以上）的区域内选择1-2个点，在有5000万

立方米/年以上的省市建立2个示范项目，与地方政府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一起在试点的基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5、加强源头控制，把好原材料质量关口

2014年年底，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在北京邀请了

40家搅拌站进行了C40自密实混凝土的设计大赛，大赛所用

原料如下，PO42.5普硅水泥，II级粉煤灰，S95磨细矿渣粉，

硅灰，机制砂：5-10mm单粒级碎石、10-20mm单粒级碎石、

5-20mm连续级配碎石、聚羧酸减水剂，各原料指标均符合

相关标准要求，现场设计配合比，手工搅拌，所配置的混凝土

工作性能优良，28天混凝土抗压强度平均值达到C60以上。

原材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混凝土的质量，应充分重视

混凝土原材料的生产使用，对原材料进行严格监管，建立原

材料准入制度，从胶凝材料及外加剂的生产、流通环节加大

监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取缔生产不合格砂石的企业，质

检部门加强对砂石料流通环节的质量抽查抽查；建设主管部

门应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登记，建立信誉档案，对信誉不佳

的企业予以公布，对混凝土搅拌站的原材料储存、堆放和质

量进行检查。混凝土搅拌站做到“用前必检”。

6、探索建立预拌混凝土产品责任保险

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提出，发挥保险风险管理

功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

能作用。强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立法保障的责任保险发

展模式，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

点，加快产品质量以及各类职业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

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在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理

赔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作用，用经济杠杆和多样化的责任保险

产品化解民事责任纠纷。推行预拌混凝土产品责任保险将会

在保险期内，由于被保险人所提供的预拌混凝土的质量不合

格，造成使用该产品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工程项目受到损

害，由此引起的已建部分拆除、重建、清理等材料和人工费

用、设计变更费用，以及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引发事故导致第

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民事责任

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由此产生的法律费用经保险人同意

也负责赔偿。另外，由于建筑工期和质量保障金而带来的账

款超合同期限延期支付也可以通过保险得以解决，从而为预

拌混凝土企业正常运营提供保障。

7、明确管理部门法律责任、强化行业协会作用

预拌混凝土行业的管理涉及到工信、发改、建设、质检、

环保等多个相关部门，多年来，这些部门积极建立工作机制，

制定管理制度，加强对预拌混凝土生产应用的监督管理，组

织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具体工作方式一般是由地

方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预拌混凝土的生产应用

的监管，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由当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负

责，当地的工信主管部门负责搅拌站的规划和生产过程的监

管工作。当地混凝土协会负责协助政府从事行业管理，加强

行业自律管理，维护行业的合法权益。但是，从目前混凝土

全行业看并没有管理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建议混

凝土生产制造和施工管理由工信部和住建部两部间部际协

调、统筹规划，从而探索出一条混凝土行业科学管理、良性可

持续发展之路。

行业协会介于政府与混凝土生产经营企业之间，是政府

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政府应赋予行业协会更多的行业协管

职能。当前，应注意完善混凝土行业协会的功能并强化其作

用，通过协会落实行业政策，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建立健全

自律性管理规定和职业道德准则，有助于协助会员企业改善

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运行和产品质量水平，确保建设工

程质量和安全，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提

升社会诚信度，最终促进混凝土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混凝土已经是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这一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如建筑安

全、包括军事工程在内重点工程安全，也涉及环境保护、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关系到未来的社会成本

（因混凝土质量问题可能引起建筑耐久性降低而折建造成

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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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预制混凝土桩行业保持着高速发展，由此

也吸引了众多厂家进入，产能扩张迅猛，市场日趋激烈。据中国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统计，2014年预制混凝土桩企业数量已

达到500多家，大部分企业因规模过小、利润微薄而夭折。随着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预制混凝土

桩行业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芜湖市中天管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管桩）却加大技术投入，提升自动

化程度，走出了一条创新的发展之路，并于2015年4月16日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证券简称“中天管桩”，证券代码：832330），成

为行业内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 

2015年4月底，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网一行走访了中天

管桩下属的江苏扬泰中天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泰中天

管桩），并参观了该公司的生产车间，其生产规模、自动化生

产水平、工作环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天管桩：
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文/张敏



 67www.ccement.com

钢筋处理 

紧固模具的设备 

自动化程度行业领先 

预制混凝土桩，从最初的国外引进到现在，在中国已经

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其生产工艺基本上没有改变。一

是由于行业高速发展，企业忙于扩大产能；二是由于国内劳

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企业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改

进生产工艺。由此也带来了大家对管桩行业的普遍认知：生

产环境差、安全隐患多、自动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等。此类

问题甚至影响到桩的质量，如先布料后合模造成合缝漏浆、

桩身椭圆、两端钩吊式吊桩造成桩身环裂。随着劳动力成本

的不断提高，预应力混凝土桩行业普遍面临招工难、留人难

的困境。 

然而，我们在扬泰中天管桩走访过程中，却看到一番不

同寻常的景象：其自动化水平不仅是国内同行业之首，也赶超

了日本、韩国的管桩生产技术。生产车间内有很多女工，只见

她们神情自若，正在进行电脑操作、生产线检查、清理清扫等

工作。放眼望去，整个车间基本上没有重体力劳动，整个生产

流程顺畅有序。这些都得益于中天管桩配备的大量自动化设

备以及自主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大容量立轴行星式搅拌机

（电脑配料、电子称量）、数控液压预张拉机、全电脑线性数

控离心机、安全连锁双开门的蒸压釜、桥式双梁起重机等；起

重设备配置了机械抓手或真空吸盘，改变了传统的人工挂钩

方式，减少了安全隐患；在紧固模具时，采用专用设备自动紧

固；在脱模时，采用清洗机自动清洗，模具光洁如新，提升了

清洗效率；在蒸压养护环节，配备了自动化节能养护系统，减

少高温带来的操作隐患；车间内甚至还配备了除渣机，将各种

废料废渣回收再利用......中天管桩在技术上的创新与实践，

与该公司总经理陈壮武先生有密切关系。陈壮武先生具有近

20年的行业从业经验，他从实践出发，不断摸索和研究，在扬

泰中天管桩生产线建设上进行了诸多技术革新，大大提升了

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网总经理皇甫孜和

中天管桩总经理陈壮武 

宽敞整洁的生产车间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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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模后的模具光洁如新

在蒸压养护环节，配备了自动化节能养护系统，既降低能耗，

又减少安全隐患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下，管桩行业也面临巨大的考验，许

多企业捉襟见肘、一蹶不振。中天管桩却逆流而上、不惜大代

价进行技术革新，是什么促成了它的变革？我们带着疑问一

探究竟。 

管桩成品

中天管桩隶属伟星集团旗下子公司，目前包含芜湖市中

天管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扬泰中天管桩有限公司两家企

业。2007年成立以来，公司依托安徽、江苏市场，不断发展壮

大。芜湖中天管桩北临长江，南靠321省道，交通便利，建有两

条管桩生产线，年产高强度预应力混凝土管桩600万米，年产

值达到6亿元。扬泰中天管桩北靠336省道，南临长江，西近杨

湾海螺水泥，原料物流成本相对较低，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和

新型水泥制品年生产规模预计达到1000万米。2014年8月，经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批通过，中天管桩的混凝土预制

构件专业承包资质晋升为二级，这是目前混凝土预制构件专

业承包的最高资质，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生产车间还配备了扫地机

在快速增长的业绩背后，是公司“以人为本”的管理理

念。毋庸讳言，目前预制混凝土桩企业普遍受到人员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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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员工素质不高，劳动强度大，安全事故多。随着90后新

一代民工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从事这样的工作，

行业面临着用工荒。陈壮武总经理讲得很实在：“你愿意你

的孩子做这样的工作吗？我肯定不愿意，所以我要进行自动

化改进，让员工有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且还要操作简单、

维修方便，让员工一学就会。”带着这样的初衷，陈总及其他

的团队开始了技术革新之路。实践证明：现在的中天管桩生

产线不仅在工艺上能实现喂料、合模的自动化，其离心、蒸养

也全是电脑自动控制，劳动强度得到大幅度降低，自动化的

流水线操作也使管桩的质量得到提高。 

企业的发展也是人才的发展。为将员工打造成行业内的

优秀人才，中天管桩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专业技能、安

全知识、户外拓展等方面的培训。不断丰富的中天文化，富有

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管理+技术”双通道的职业发展计划，

完善的业绩考核评定系统，以及注重内部晋升、大胆使用年

轻优秀人才的用人理念，不断帮助公司员工提升职业价值，

实现人生理想。 

《亮剑》有云：狭路相逢勇者胜。何谓勇者，勇者不仅仅

是指那些敢于直面敌人炮火的革命英雄，同时也指那些敢于

面对困难，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正是凭借着这样的

勇气，中天管桩才能赢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成功接轨资本市

场。对于总经理陈壮武来说，未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例如

生产线的布局和装备还有待改进的地方；管桩的应用在很多

地区依然很薄弱，甚至政府部门对管桩有误解，如何加强施

工方、设计方和业主单位对于管桩应用上的了解和沟通，都

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我们也相信，在这位久经市场考验、

有着丰富经验的领航人的带领下，中天管桩的发展一定会如

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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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
催热东南亚水泥需求

编译/姜莎莎

图1：2015年东盟国家已投产、在建、拟建和关闭的水泥厂

数据来源：2015年全球水泥目录、全球水泥研究

注：不同国家颜色根据产能标记

图2：豪瑞在印尼东爪哇省图班的在建生产线。第二条

170万吨/年的生产线建成投产后豪瑞该生产基地的水泥产

能将达到340万吨/年。

图片来源：BAM International

图3：新加坡裕廊港的水泥码头

图片来源：IBAU Hamburg

图4：越南广宁省的下龙湾是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2014年12月7000升受多氯联苯污染的原油从下龙湾

撤离，运往Kien Luong豪瑞Hon Chong水泥厂处置。

东盟的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

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水泥工业普遍

较为活跃。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2015年这些国家的

贸易格局将出现巨大变化，水泥等商品的关税税率将取消。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东盟各国的水泥工业概况，内容包括水泥

厂，市场观察、近期新闻热点和2015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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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东盟签订了众所周知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

以支持各联盟国的更好发展。2015年底，这一协定将扩展成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东盟国家将消除关税利率以促进商品自

由流动。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设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

·高度竞争经济区

·公平经济开发区

·完全融入全球经济

十个东盟成员国的水泥行业都比较活跃，且各有特点。

越南的水泥行业规模是东南亚最大的，全国有58个综合水泥

厂，水泥产能达到9140万吨/年（表1）。第二大水泥生产国印

尼与越南的产能和工厂数量差距较大，印尼有15个综合水泥

厂，年产能为6310万吨。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具有较大

的水泥市场，与之相比，新加坡和文莱没有综合水泥厂，但这

两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仍是需要水泥的。

表1：东盟各国经济及水泥行业规模

国家
水泥厂

数量

产能      

(万吨/年)

GDP

(US$bn)

GDP

增速

(%)

工业产

值增速

(%)

越南 58 9142 359 5.3 5.0

印度尼西亚 15 6305 1290 5.3 4.3

泰国 11 4665 673 2.9 -3.1

菲律宾 18 2802.6 454 6.8 9.0

马来西亚 11 2783 525 4.7 5.0

老挝 12 >399.1 20.8 8.3 11.0

缅甸 13 309 111 6.8 11.4

柬埔寨 1 96 36.9 7.0 7.0

文莱 0 0 22.3 1.4 1.5

新加坡 0 0 339 4.1 1.7

数据来源：2015年全球水泥目录、全球水泥、

CIA世界概况、IMF世界经济展望

注：水泥厂数量及产能数据是2015年数据，GDP、GDP增速及工

业产值增速是2013年数据。

IMF的数据资料显示，东盟的9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和1个发

达国家（新加坡）2015年及以后几年国民经济将保持快速增

长。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会拉动建筑行业蓬勃发展，从而

拉动基础材料如水泥等产品的需求。最近的调查显示，对于经

济一体化的结果，大多数东盟国家的企业保持乐观态度，基础

建材产品的自由贸易将推动东盟各国建筑行业的发展。

文莱

2013年文莱GDP增速为1.4%,GDP总值为223亿美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4800美元。工业、服务业、农业对GDP

的贡献分别为70.9%、28.4%、0.7%。2013年文莱工业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1.5%。文莱是净出口国家，主要出口产品为原

油、天然气和服装，主要进口产品包括进为原材料，如钢铁、

机械、食品和化工品。

水泥工业

文莱穆阿拉有一个年产能550万吨的粉磨站，这个粉磨

站是海德堡水泥（占70%股份）和文莱PJ集团有限公司（占

30%股份）合资的。该粉磨站利用进口的熟料和石膏生产特

种水泥，包括抗硫酸盐的油井水泥。从海德堡水泥获悉，目

前该粉磨站生产等级为62.5N的普通硅酸盐水泥（OPC）。

据USGS资料显示，2011年文莱国内水泥需求量大约为

33万吨/年，水泥产量为27.5万吨（表2），是之前5年以来产

量最大的年份。由于进口竞争，海德堡水泥产能利用率大约

在50%左右，其市场占有率达到83%。从中国和泰国进口的

水泥较国内生产的水泥价格低，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内只有一

家水泥厂，国内市场竞争非常不充分。

表2：2007-2011年文莱水泥产量

年份 产量（万吨）

2007 20

2008 24

2009 22

2010 27

2011 27.5

数据来源：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1

展望

IMF预测，文莱2015年与2016年GDP增速分别为3%和

3.3%。USGS表示由于进口竞争较为激烈，因此国内没有新

建水泥生产线计划。随着ASEAN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文莱的

建筑业和水泥工业将发生很大变化，进口水泥将更加廉价。

尽管昂贵的原材料和燃料进口会造成海德堡水泥生产成本

在进口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文莱国内的水泥生产商仍能够获

得更高的利润。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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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2013年柬埔寨GDP增速达到7%，GDP总额达到396亿

美元，人均GDP由2012年的2400美元涨至2600美元。服务

业、农业和工业对于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0.7%、34.8%、

24.5%，工业产值增速为7%。柬埔寨净进口国家，进口产品

包括能源、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和化工品，出口产品主要有木

材、服装、食品和橡胶。

水泥工业

柬埔寨在Phnom Tatung有一个水泥厂，Kampot水泥厂，

泰国Siam Cement占其90%的股份，Khaou Chuly集团占10%

的股份。该水泥厂水泥产能为96万吨/年，2008年开始运营。

Siam City Cement由豪瑞占股27.5%，曾计划在柬埔寨建设

一条年产能100万吨的水泥生产线，但2013年由于政治的不

确定性被延迟了。2014年，中国华新水泥以2400万美元的代

价获得该项目40%股权，截至2014年底该项目98%的建设

工作已经完成。之后便一直没有关于项目完工或试运行的消

息，直到2015年2月豪瑞宣布了出售Siam City Cement全部股

权的计划。

据USGS统计，柬埔寨2012年水泥产量为98万吨，是之

前五年以来产量最高年份（表3）。KP工业集团的市场主管

Cheam Sothea表示2012年贡布大象牌水泥的需求量非常高，

本地生产的知名水泥产品是普遍信赖度较高的，经常脱销。

Sothea表示贡布大象品牌的水泥是非常受欢迎的，柬埔寨人

相信它的质量。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本地产品，柬埔寨人更

愿意相信本土产品的质量。柬埔寨的水泥需求远远大于其国

内水泥供应能力。需求缺口通过进口水泥来弥补，主要进口

来源国是越南，其他来源国有泰国和老挝。2014年前7个月，

柬埔寨从越南进口水泥29万吨。

表3:2008-2012年柬埔寨水泥产量

年份 水泥产量（万吨）

2008 7.7

2009 93.39

2010 78.90

2011 90.67

2012 98.00

数据来源：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2

展望

IMF预测柬埔寨2015年GDP增速将达到7.3%，2016年

达到7.5%，将成为东盟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4年

1.63%的人口增速揭示了住房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但房屋建

设进展仍显缓慢。USGS认为对于柬埔寨未来潜在的水泥企

业来讲，必要的基础设施的缺乏以及能源、燃料、原材料以

及其他物品供应不足是一个挑战。

印度尼西亚

2013年印度尼西亚GDP为12900亿美元，同比增长

5.3%；人均GDP为5200美元，同比增长200美元。工业、服务

业及农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6.6%、39.1%、14.3%，工

业产值增速为4.3%。印度尼西亚进出口贸易总值差距不大，

其出口产品为石油、天然气、纺织品和橡胶，进口产品为设

备、燃料、化工制品和食品。

水泥工业

印度尼西亚有15个水泥厂，产能共计6310万吨/年，其中

两个水泥厂正在进行大规模扩张行为。此外还有两个工厂闲

置，一个已关闭，三个在建水泥厂、7个拟建水泥厂。印度尼西

亚有5个粉磨企业，其中四个隶属于Semen Baturaja，另一个

隶属于豪瑞。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综合水泥厂商是印尼水泥，拥有四个

综合水泥厂，水泥产能共计2300万吨/年。印尼水泥自2001年

开始归属至海德堡水泥集团旗下。Semen Indonesia拥有三

个水泥厂，水泥产能共计2090万吨/年，是印尼第二大水泥企

业。豪瑞拥有四个水泥厂，产能为1200万吨，是印尼第三大水

泥企业。

印尼水泥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很多西方国家，但2014年

发展速度低于预期。根据USGS统计显示，2014年印尼水泥产

量为6000万吨，同比增长7.1%（表4）。产量增速减缓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口竞争加剧、降雨量大导致生产需求

受影响、房地产和建筑业需求减缓、善克卢德火山喷发、筹

备选举以及不利的政策和宏观环境。

印尼水泥协会表示从泰国和越南进口的水泥对于国内

水泥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威胁，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水泥企业。

根据印尼水泥协会的调研，Semen Indonesia 2014年水

泥销量为2640万吨，同比增速只有3%，其中国内销量为1390

万吨，同比增长7%。印尼水泥2014年水泥销量为1880万吨，

同比增长率同样为3%。Semen Baturaja企业公告称，2015年1

月公司水泥销量同比下降9.7%至90764吨，2014年公司全年

销量为1260万吨，与2013年持平。

盈利空间是水泥厂商的又一大挑战。2014年3月1日，印

尼政府上调电价38.9%或64.7%，上调比例取决于企业用电

需求。豪瑞公司受此影响2014年公司电费上涨了64.7%，公司



 73www.ccement.com

销售成本提升至29200万美元，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5.9%至

61600万美元。

表4：2010-2014年印尼水泥产量

年份 产量（万吨）

2010 3950

2011 4500

2012 5100

2013 5600

2014 6000

数据来源：USGS水泥观察2015

近期事件

2013年12月，印尼国营企业部部长Dahlan Iskan表示他

希望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个2008年破产的水泥企业Semen 

Kupang能够重新开工，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来满足区域水泥

需求，Semen Kupang的所有债务已经偿清。

2014年1月Semen Batruaja宣告在南苏门答腊新建年产能

1850万吨水泥生产线的计划；同时Loesche在雅加达建成了

一个服务中心，专注于现代化厂房、零部件供应、现场审核服

务、维护、安装和调试等服务。

2014年3月，Semen Indonesia获得一项12300万美金

的贷款，将在爪哇中部Rembang新建一条年产能300万吨

（8000t/d）的生产线。该项目整体投资为32500万美元，预

计2016年投产运营，Claodius Peters为其提供三个20000吨的

水泥筒仓，FLSmidth为该生产线提供主要组件。

2014年4月，Holcim发布公告称，将把两个全资子公司

Bintang Polindo Perkasa和Wahana Transtama进行合并。

Bintang Polindo Perkasa在Ciwandan, Banten运营一个年产60

万吨的水泥厂，Wahana Transtama自2006年以来一直没有实

质进展。2014年5月，Holcim宣布由于未得到投资者和英国金

融服务管理局的批准上述合并推迟，之后有关该合并项目一

直无新进展。

2014年8月Semen Indonesia因使用生物质替代燃料获

得了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颁发的能源奖。生物质替代燃料来

自东爪哇的Tuban、Lamongan和Bojonegoro以及爪哇中部的

Rembang。同期印尼水泥宣布了其15000万美元建立年产250

万吨绿色生态水泥生产线的投资计划，生产线建设地点在

北苏门答腊和爪哇中部的Pati，生产线建设目的是为了提升其

市场占有率。

2014年9月25日，中国国家开发投资公司（SDIC）与安徽

海螺集团签署了印尼西巴水泥项目合资合同，该合作项目内

容为在Manokwai，West Papau建设一条年产300万吨的水泥

生产线。该合作项目是2013年达成的中印投资合作的项目，

该生产线将为印尼及其邻国，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水泥

产品，SDIC和安徽海螺股份所占股份分别为51%和49%。

2014年9月Semen Indonesia公告一项年产能100万吨的

水泥生产线建设计划，建设地点在Manokwari，Papua。据悉

Papua年均水泥需求量为60万吨，占印尼东部整体需求量的

40%。Papua的水泥需求在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达到90万

吨/年。Semen Indonesia在东爪哇和南苏拉威西岛的生产

线可满足Papua一半的水泥需求，上述新建生产线投产之后

Semen Indonesia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70%。

2014年10月Semen Indonesia宣布将扩大其位于Aceh的

水泥产能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需求，自Aceh至Lampung纵

贯苏门答腊的27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大力拉动了水泥需

求。Semen Indonesia的水泥生产线计划2015年开工建设。同

期Semen Indonesia宣布在其Tuban厂区建设一个30.6MW的

余热发电系统，投资为5290万美元，计划2016年下半年投入

运行。届时余热发电系统将为生产线提供33%的电力，能耗

成本将节省995万美元/年。余热发电系统是由日本JFE工程

公司提供的。Semen Indonesia在西苏门答腊巴东工厂也有一

个8.5MW的余热发电系统。

展望

IMF预测2015、2016年印尼GDP增速将分别达到5.5%和

6%。东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零关税贸易可能会令进口贸易的竞

争加剧，但是印尼国内水泥需求增长速度将快于近几年水平。

Semen Indonesia预计，2015年水泥需求将增长6%，公司计

划2016年水泥产能扩至3930万吨/年，2017年增至4080万吨/年。

印尼水泥计划2015年公司营业额增长6%至39100万美元。

老挝

2013年老挝GDP增速为8.3%，GDP总量为208亿美元，人

均GDP由2012年的2900美元涨至3100美元；服务业、工业、农

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7.5%、32%、24.8%；工业产值增

速为11%。老挝是净进口国，进口产品主要是设备、燃料、消

费品和食品，主要出口产品是木制品、咖啡和金属。

水泥工业

老挝有12个水泥厂，总产能超过399.1万吨/年。其中6

个水泥厂在Vientiane，包括Lao Cement位于Vang Vieng的

三个水泥厂，产能为117万吨/年；以及Wanrong Cement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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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泥厂，产能为43.8万吨/年。Lao-Patthana Cement隶属

于Souksomboon集团，在Khammuan拥有160万吨在建水泥

产能，预计2016年投产。据Souksomboon集团主席Chittakorn 

Souksomboon透露老挝-泰国第三座湄公河大桥的开工是集

团决定在Khammuan投资建设水泥生产线的主要原因，另外

老挝的经济快速发展，全国修复和新建60多个水电站有力拉

动了国内水泥需求。

根据USGS预测，2012年老挝水泥产量为40万吨，然而其

对于之前五年的预测数据一样都是40万吨，这表明该机构的

预测数据并不可靠。老挝水泥企业商会表示2014年全国水泥

需求在280万吨左右。在东盟单一市场生效之时，老挝基础设

施如公路、大坝的建设需求提前释放，使得国内经济实现快

速发展。2014年政府发放了五条新建水泥生产线的许可证，

一条在Oudomxay，四条在Knammuan，新的生产线投产后将

增加水泥产能680万吨/年。

2014年7月，老挝政府停止煤炭出口以保护国内水泥及其

他需要应用大量高价进口煤炭的支柱产业。据国内水泥生产

企业表示，国内水泥价格高于泰国进口的水泥价格，部分原

因是由于生产成本高，因此政府要保证国内煤炭消耗企业得

到充足的合理价格的煤炭供应。

2014年11月，Siam水泥开始调研合适的地理位置和可用

的原材料，计划在Boualapha, Khammuan建设一条年产能180

万吨的生产线。该生产线计划于2017年二季度投产。据老挝

水泥企业商会主席Vanthong Sitthikoun表示，一个中国企业

也在为在老挝建设水泥厂进行可行性研究。

展望

IMF预测，2015、2016年老挝GDP增速将分别达到7.2%、

7.5%。老挝水泥企业商会表示随着国家建筑业蓬勃发展，水泥

需求在未来十年年均增速将达到5-10%。政府希望推动水泥

需求快速增长，并计划近期将水泥产能提升至1060万吨/年。

USGS指出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老挝政府已经提出诸多基

础设施建设计划，例如水电站建设、连接老挝与中国的420公里

铁路建设、Wattay国际机场扩建。仅铁路建设一项预计将带动

350万吨水泥需求。东盟经济一体化将为新的进口商进入老挝

提供很多机会，原燃料进口免关税有可能会提高老挝国内生产

水平，为市场进入者带来较大的利好刺激。

马来西亚

2013年马来西亚GDP总量为5250万美元，同比增长

4.7%；人均GDP为17500美元，较2012年增长500美元。服

务业、工业、农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8.1%、40.6%、

11.2%。2013年工业产值同比增长5%。马来西亚是一个净出

口国家，主要出口产品为棕榈油、设备、石油、天然气，主要进

口产品为设备、塑料、铁、钢材和化工品。

水泥工业

马来西亚有11个综合水泥厂，水泥总产能为2780万吨/年。

拉法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拥有4个水泥厂，产能

达1470万吨/年，占全国总产能52.9%。YTL水泥拥有两个水泥

厂，产能累计495万吨/年；CIMA通过其子公司Negeri Sembilan 

Cement控制两个水泥厂，产能累计300万吨/年。马来西亚有

7个粉磨站，粉磨能力超过512万吨/年，CMS水泥拥有两个粉

磨站，YTL水泥有两个，豪瑞有一个，拉法基有一个，另外一个

隶属于SABAH。

据USGS统计，2012年马来西亚水泥产量为2170万吨，较

2011年增加50万吨，是之前5年以来产量最高年份（表5），当

年水泥需求量在1600～1700万吨之间。USGS表示马来西亚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较为发达，但东部地区相对落

后。在“第十个马来西亚计划”和“马来西亚经济转型计划”

中，政府计划建设一条从Jabur到Kuala Terenggaru的高速公

路，在东部地区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商业地产的建

设，水泥需求将有显著增加。

表5：2008-2012年马来西亚水泥产量

年份 水泥产量（万吨）

2008 1962.9

2009 1945.7

2010 1976.2

2011 2119.8

2012 2172.6

数据来源：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2

近期事件

2014年1月，CMS水泥宣告了一项粉磨站投资计划，该粉磨

站是公司的第三个粉磨站，投产后水泥产能将由100万吨/年提

高至275万吨/年。粉磨站位于其Kuching Sarawak的水泥厂内，

计划2016年建成投产。该粉磨站将为Kuching提供水泥，其他的

粉磨站服务于Sarawak的其他区域。CMS水泥在来年将为该项

目投入1810万美元，用于粉磨站建设、第三个散装水泥驳船布

局改善、4000吨水泥筒仓和Bintulu粉磨站的内嵌式封隔器。

2014年3月，CIMA在其Negeri Sembilan水泥厂中的一条

生产线中应用了替代燃料燃烧系统，该系统由Taiheiyo工程公

司提供。该替代燃料系统可以将轮胎、生物质废弃物如棕榈

壳等作为替代燃料。CIMA总经理Mohd Yusri Md Yusof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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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此举使得其成为马来西亚首家掌握这一技术的水泥

企业，我们可以通过这套系统降低能源成本，替代燃料的应

用比例高达30%，大幅度降低碳排放。”

展望

IMF预测马来西亚2015、2016年GDP增速将达到5.2％、

5.5％。2014年马来西亚人口增速达到1.47％，政府企图通过

加大投资力度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包括房地产的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未来几年水泥需求将得到快速增长。同时，马来

西亚水泥企业还可以在水泥、原材料、燃料免进出口关税的

政策中获利。

缅甸

2013年缅甸GDP同比增长6.8%至1110亿美元，人均GDP

较2012年提高100美元至1700美元。服务业、工业、农业对

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1.7%、20.3%和38%，工业产值增

速达到11.4%，是东盟国家中最高的。缅甸的石油、化肥、装

备、水泥和食用油是净进口的，其出口产品有木材制品、天然

气、食品和宝石。  

水泥工业 

缅甸拥有13个水泥厂，水泥产能309万吨/年。目前Siam水

泥的子公司Mawlamyine Cement Ltd（MCL）正在建设一条180

万吨的水泥生产线，Semen Indonesia计划在缅甸建设一条250

万吨/年产能的生产线。Myanmar Ceramic Industries是缅甸唯

一一个拥有1个以上水泥厂的水泥企业，它有4个水泥厂，产能

合计141万吨/年，占缅甸全部产能的45.6%。缅甸有1家粉磨企

业，隶属于中国安徽海螺集团，产能为12.8万吨/年。  

USGS2012年矿产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缅甸水泥产量为

54万吨，较2011年的53.8万吨略有增长（表6）。USGS表示能

源来源的不稳定以及基础设施不健全导致大部分水泥企业

产能不能完全发挥。2012年缅甸水泥消耗量为400万吨，缅甸

投资部门急需投建新的水泥生产线，近年来批准了多个来自

不同投资者的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提案。工业部长U Maung 

Myint表示：“随着多条水泥生产线项目的批复，国内水泥产

能有望达到1050万吨/年。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国外投

资者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公路、港口、酒店、特殊经济区等

项目建材供应上将扮演重要角色。”另外，他强调新建的水泥

生产线需要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据Siam水泥建材业务部门的缅甸区域负责人Chana 

Poomee介绍，缅甸的住宅开发主要是在Yangon，Mandalay 

和Nay Pyi Taw。在开放国外投资之后的这几年，消费需求和

国际投资大力拉动了缅甸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同时这

增加了水泥销售机会。  

缅甸大部分的水泥需要进口，主要来源国为泰国、印尼、

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内水泥市场供不应求，同时国内水泥

产品质量差价格高。价格高被归咎于那些小的水泥厂，品质

低则被归咎于水泥厂用中国设备和零配件去替换德国设备。

Taw Win建筑的老板则表示：“水泥厂配备缺乏专业知识甚

至根本不懂专业的工人，因此水泥的质量是不可靠的，水泥

厂的管理和技术力量急需提升。”  

缅甸水泥市场供不应求同时国内水泥高价低质导致其

对进口商有较大吸引力。2014年2月，南印度地区的水泥企业

开始出口水泥到缅甸。据Dalmia Bharat的CEO Vipin Agarwal

表示，出口利润空间并不是非常大，他希望市场能够提供更

大的利润空间。意大利水泥集团最近也表示未来几年有意进

入缅甸市场，据集团最高领导Carlo Pesenti表示意大利水泥

正在与缅甸当地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同时正在研究该国的

外商投资相关法律。  

表6：2008-2012年缅甸水泥产量  

年份 水泥产量（万吨）

2008 67.58

2009 66.99

2010 53.4

2011 53.8

2012 54

数据来源：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2

近期事件 

2014年3月Siam水泥宣称其子公司Mawlamyine水泥

（MCL）位于Mon via的180万吨/年的水泥生产线将于2016

年投产，该生产线投资40000万美元。Siam水泥的Poomee表

示：“我们认为缅甸是东盟的中心地带，这里有很多很好的机

会，我们看到了缅甸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上述生产线将配备

余热发电、垃圾衍生燃料等环保技术。水泥生产线组件由中

信重工供应，Cargotec's Siwertell供应一个800t/hr的轨道卸

船机。Siam水泥正在缅甸探索投资机会，未来的投资将通过

新建和收购的方式进行。  

2014年11月，拉法基在缅甸水泥行业的首个项目--水泥

中转库（其功能是水泥再包装和存储）在Thilawa港口附近投

入运行。拉法基拥有其60%的股份，两个当地公司各拥有其

20%的股份。该中转库可以存储2万吨水泥，其中转能力可以

根据需要继续扩大。这样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拉法基工厂的

散装水泥就可以进口至缅甸，利用该水泥中转库进行存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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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然后供应Thilawa的开发项目。

2014年11月Myint投资集团与中国安徽海螺水泥集团合资

建设了一个水泥项目，即缅甸海螺水泥。该项目为BOT运作模

式，Kyaukse地区第33个粉磨站的粉磨能力将因此由400t/d提

升至500t/d。  

2015年1月Semen Indonesia宣告称如果不能与当地合

作伙伴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有可能会取消在缅甸的投资计

划。对于股价和股权规模的分歧是重点，公司秘书Agung 

Wiha r to表示如果当地合作者要求的价格过高，Semen 

Indonesia有可能要寻找其他的合作伙伴，或者将投资计划转

移至亚洲其他国家。 

展望

IMF预测2015、2016年缅甸GDP增速将分别达到8.5%、

7.6%。USGS认为由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外商投资将大

幅提升，缅甸未来经济将有强劲走势。得益于良好的经济环

境和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

高速公路和交通项目以及深海港口等），不远的将来，新的采

矿及水泥项目将得到实施。Siam水泥看到缅甸市场蕴含巨大

的潜力，尤其是即将到来的AEC的建立将带来巨大投资机会。

“Siam水泥在缅甸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结构产

品增长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Poomee表示，Siam水泥预计到

2017年水泥消费将增加10%。  

菲律宾

2013年菲律宾GDP增速为6.8%，GDP总值达到4540亿美

元，人均GDP为4700美元，较2012年增加300美元。服务业、

工业和农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7.2%、31.6%和11.2%，

工业增加值增速为9%。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2013年，其

出口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639亿美元。菲律宾主要进口

商品为矿物燃料、装备和化学物品，主要出口商品为服装、铜

和椰子油。  

水泥工业

菲律宾有18个水泥厂，综合产能达到2490万吨/年。豪瑞

是最大的水泥企业，产能为763万吨/年，有4个水泥厂以及1

个独立的粉磨站。拉法基是菲律宾第二大水泥企业，产能为

606万吨/年，有5个水泥厂。Cemex是除了上述两家企业之外

第三家拥有超过1个水泥厂的水泥企业，是菲律宾第三大水

泥企业，拥有2个综合水泥厂，产能483万吨/年。  

据USGS统计，2012年菲律宾水泥产量为1890万吨，

较2011年增加280万吨（表7）。据菲律宾水泥制造企业协会

（CeMAP）会长Ernesto M Ordonez介绍，2014年全国水泥销

量同比增长9.6%，其中国内销量为2130万吨，较2013年增长

190万吨。2014年第四季度销量为520万吨，同比增长15.7%。  

销量的大幅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建筑项目持续增长，另

一方面则是源于2013年11月台风海燕之后灾区的重建。据

Ordonez介绍，灾后重建拉动的水泥需求预计超过一年的销

量。2014年政府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预算至90亿美元用于支持

台风受灾地区的灾后修复和灾后重建，预算额较2013年的66

亿美元增加37%。菲律宾统计局（PS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1-9月建设投资累计61.7亿美元，同比增长39%，其中非住

宅项目建设投资为32.5亿美元，住宅项目投资24.5亿美元。  

豪瑞（菲律宾）2014年的业绩与CeMAP的市场观察一

致，其全年净收入为11300万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2.9%至

11500万美元。豪瑞（菲律宾）的CEO Eduardo Sahagun表示：

“健康的经济环境为公司业务取得良好发展提供了契机，

2014年持续的建设热潮所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有足够的水

泥供应来保证项目按时、按预算完成。”  

表7：2008～2012年菲律宾水泥产量  

年份 水泥产量（万吨）

2008 1336.9

2009 1486.5

2010 1590

2011 1606.3

2012 1890.7

数据来源：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2  

近期事件 

2013年6月，Cemex宣告称将投资6000万美元将其位于Cebu

的APO水泥厂的产能由250万吨/年扩大至400万吨/年。同时扩

大其位于Rizal的水泥厂产能，对于该厂的具体详情未提及。  

2014年2月豪瑞公告称由于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即将

推出，预计投资55000万美元建设的250万吨/年水泥生产线

计划（计划2016年投产运行的）有可能会推迟。豪瑞（菲律

宾）的Sahagun表示：“由于整个区域发生变化，我们的计划

将转变为区域性的全盘计划。”  

2014年3月拉法基公告称在Bulacan投资2500万美元新建

了一条85万吨/年的水泥粉磨生产线。该粉磨站计划2015年6

月投产。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满足由于政府增加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拉动的水泥需求的增长。  

2014年5月拉法基和全球商业电力公司（GBPC）联合发

起一项利用一种称为Kapit-Balay水泥的飞灰水泥来降低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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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建项目成本的倡议，包括Yolanda地区的重建和Bohol地

震灾区的灾后重建。在上述合作框架下，拉法基利用GBPC在

发电过程中产生的飞灰来生产水泥。Kapit-Balay水泥通过生

产流程优化以及建立直销配送的物流模式来降低重建项目

的整体成本。  

2014年11月太平洋水泥公司（PACEMCO）水泥业务的暂

停期限延长三个月，以便完成公司与实现水泥厂重新运营所

需的投资基金的谈判。5月5日在合作方Surigao del Norte电

力公司停止供电后水泥厂暂停运营，停止供电的原因为太平

洋水泥公司有至少555432美元的债务未偿还。  

2015年2月，菲律宾最大的两家水泥企业拉法基和豪瑞

同意出售拉法基在菲律宾的部分资产，爱尔兰老城堡水泥为

资产受让方。  

展望

IMF预测2015、2016年菲律宾GDP增速将达到6.3%和

6%，国民经济能保持强劲增长是由于其经济和建筑业有较

好的发展趋势，水泥需求也将受此推动实现稳定增长。公开

信息显示的扩建和拟建水泥生产线数量揭示了菲律宾水泥

企业对未来水泥需求将延续上涨趋势的预期。  

豪瑞（菲律宾）Sahagun表示公司对于国内水泥需求的前

景持乐观态度。“增长的情况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但从

供给端来看要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Sahagun说。另外他还

表示未来几年建筑业和水泥工业的上行趋势将有助于公司

完善销售和运营体系，尤其是处于一个政府增加基础设施建

设预算、私营部门持续扩张以及公私合营项目快速启动的环

境中，公司的发展将受益于此实现更好的发展。 

 

新加坡

2013年新加坡GDP为3390亿美元，同比增长4.1%；人

均GDP为62400美元，同比提高1600美元，是东盟人均GDP

最高的国家。根据IMF的定义，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发

达国家。2013年新加坡服务业和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

70.6%和29.4%，工业产值增速为1.7%。新加坡是一个净出

口国家，主要出口产品为设备、药品和石油产品，主要进口产

品为机械设备、矿物燃料、化学物品和食品。  

水泥工业

新加坡没有综合水泥厂，只有1个位于Tuas Crescent的

30万吨/年的粉磨站，该粉磨站隶属于G&W工业集团。新加

坡水泥行业的代表是新加坡水泥和混凝土协会，协会有8家

企业会员。

EnGro在Jurong港有一个水泥中转库，具有60万吨水泥的

存储功能，水泥中转能力达120万吨。新加坡水泥制造公司是

Hong Leong（亚洲）和Taiheiyo（新加坡）的合资公司，在新加坡

港口有一个中转库，该中转库的前身是一个粉磨站，1984年改

建为仅用于进口的中转库。新加坡水泥制造公司的第二个中转

库位于Jurong港口，水泥存储功能为50万吨。其他的水泥企业

例如联合水泥、Sin Heng Chan，同样也是运营水泥中转库。  

2014年9月，拉法基和豪瑞到新加坡竞争委员会（CCS）

的许可，在新加坡进行业务整合。豪瑞在新加坡有9个混凝土

搅拌站，拉法基只有一些销售点，没有生产基地。在完成公共

质询的流程之后CCS表示拉豪合作交易“在新加坡不太可能

导致实质性竞争问题”。  

展望

IMF预测2015年新加坡GDP增速为3%。其建筑业和工业

在近几年不太可能出现显著下滑的趋势。尽管新加坡没有水

泥生产线，也没有任何建设水泥生产线的计划公布，一旦东盟

经济共同体的规划开始实施，国内的水泥贸易商及混凝土生

产企业仍能从水泥进口零关税中获利。此外，随着原材料、燃

料和熟料进口价格走低，国内有可能兴起粉磨站建设热潮。

  

泰国

2013年泰国GDP增速为2.9%，GDP总值为6730亿美元；

人均GDP为9900美元，同比增长300美元。服务业、工业和农

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4.2%、436.6%、12.1%。工业产

值增速同比下降3.1%，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一个同比下降的国

家。泰国是净出口国，主要出口产品有电子产品、设备、大米

和鱼类产品，主要进口产品为原材料、燃料和生活消费品。  

水泥工业

泰国有11个水泥厂，综合产能为4670万吨/年。泰国最大

的水泥生产企业是国内的Siam水泥集团，拥有5个水泥厂，水

泥产能达到1870万吨/年，包括14万吨的白水泥产能。意大

利水泥、Jalaprathan水泥和亚洲水泥在泰国水泥市场也有较

大的市场份额。亚洲水泥的水泥厂在Pukrang，Saraburi，产能

为500万吨/年。其他跨国公司有Siam城市水泥和Cemex（泰

国）。泰国还有2个粉磨站，隶属于Jalaprathan水泥，水泥产能

为270万吨/年。  

据USGS统计，2014年泰国水泥产量为4200万吨，与2013

年持平（表8）。泰国水泥生产商协会（TCMA）报告称2013年

泰国水泥产量为3590万吨，其中3010万吨为国内消费。据其

估计，2014年泰国人均水泥消费量为464千克，与2013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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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较前几年显著提高。2014年泰国出口333万吨熟料及

490万吨水泥，熟料出口量较2013年提高111万吨，水泥出口

量与2013年持平。水泥出口自2007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而

熟料出口量已从2007年的峰值1320万吨显著下降。2014年是

200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熟料出口量同比增长。  

上述数据显示，2014年泰国国内水泥企业压力较大。

2014年5月22日，泰国军队展开政变，接下来的6个月国内政

治动荡不安，军方建立了国家和平和秩序委员会（NCPO）接

管国家政权。对于国内建筑业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非常不利

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外投资都被延迟或取消了。Siam

水泥2014年的业绩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当年公司的净利润为

10.3亿美元，由于政治动荡及需求平淡同比下滑8%。  

自2013年10月投资审核委员会成员到任期满后，由于政

治危机投资审核委员会便再无动作。这使得建筑业及财政部

门动作迟缓，新增私人投资大幅减少。2014年6月新的投资审

核委员会宣告称一项额度在153-18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等

待BOL的批准，其中包括一个Siam水泥的项目。  

在政治危机期间，Siam水泥宣告称由于国家经济前景较

为消极，公司将集中精力于水泥出口市场。据公司董事长Kan 

Trakulhoon表示，2014年1-2月水泥及建筑材料的销量同比下

降7%-8%，与之前预估的4%-5%的增长差别巨大。通常12

月至来年4月随着人们房屋建造及改造需求的释放，建筑材

料进入销售旺季。  

2014年3月TPI Polene宣告称计划在2013-2016年投资

34100万美元在其Saraburi生产基地新建300万吨/年产能

的生产线。同时公司计划进军可再生能源领域，建设一个

90MW的发电系统，燃料为生活垃圾，该计划正在等待环评

审查。该发电系统的2/3发电量将售予泰国电力局，其余的

供应企业室内用电。该计划自1997年因经济危机被搁浅。TPI 

Polene将成为经济危机之后泰国第一个进行产能扩张的水泥

企业，它已与P&V项目（西门子）、ALC Tournai、Magotteaux和

阿特拉斯．科普柯签署了关于该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表8：2010-2014年泰国水泥产量  

年份 水泥产量（万吨）

2008 3649.6

2009 3660.2

2010 4104.7

2011 4200

2012 4200

数据来源：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2，

The USGS cement survey 2015  

展望 

IMF预测泰国2015、2016年GDP增速将分别为4.6%、

4.3%。经济学家对该国未来几年市场走势看法不一，有些

人认为与东盟其他国家相比泰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将略显迟

缓一些。Siam水泥预期其2015年业绩将大幅增长，主要原因

是水泥需求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拉动，预计2015年水泥需求

同比增长6%至4200万吨。随着国内水泥需求的强劲，Siam

水泥预计其水泥及熟料出口量将由2014年的440万吨下降至

400万吨。 

 

越南

2013年越南GDP同比增长5.3%至3590亿美元，人均GDP

由2012年的3800美元增至4000美元。服务业、工业和农业对

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2.2%、38.5%和19.3%，工业产值增速

为5%。越南是净出口国，其主要出口产品为原油、大米、咖啡

和木材，主要进口产品为设备、石油制品原材料和塑料。  

水泥工业

越南有58个水泥厂，总产能共计9140万吨/年，在东盟国家

中水泥厂数量最多，产能规模最大。国内两个最主要水泥企业，

一个是国有企业越南水泥工业集团（Vicem），这是越南最大的

水泥制造商，拥有12个水泥厂，产能总计2520万吨/年；第二大水

泥制造商是Vissai集团，拥有4个水泥厂，产能总计1160万吨/年。

越南有15个粉磨站，粉磨能力为1370万吨/年。豪瑞在越南有3个

水泥粉磨站，Vicem（通过 Ha-Tien 水泥）控制4个粉磨站，拉法

基有1个粉磨站。  

据USGS统计，2014年越南水泥产量为6000万吨，较2013年

增加200万吨（表9）。近几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项目的

快速发展，越南水泥产量和消费量显著增加。越南建设部表示

2014年水泥需求为6500-6700万吨，2014年前11个月全国水泥

销量达到6450万吨，同比增长16%，其中4620万吨销往国内市

场，销量同比增长8%；1830万吨销往国外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43%。2015年1月水泥销量继续增长，同比增长30%至587万吨。  

尽管国内水泥消费量及国外需求水平有所增长，但

国内的水泥生产线数量已经堪忧。据越南水泥制造商协会

（VCMA）表示，国内水泥生产线的总体产能2015年有望超过

9000万吨/年，而需求预计只有7500-7600万吨。2014年3月

越南总理Nguyen Tan Dung指示建设部重新评审水泥行业发

展规划，淘汰落后产能。2014年初，大量水泥生产线从水泥发

展规划中移除，包括9个产能规模小于2500t/d的生产线项目，

2014年9月再次移除5个生产线，合计产能为91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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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水泥产能长期过剩，但一些水泥投资者由于投入

大量资金且无法撤销投资，致使一些水泥项目仍然在建。越

南总理还在继续批准扩建项目，并同意延长7个水泥项目建

设的最后期限至2015年之后。但2014年4月越南政府表示由

于国内水泥严重供过于求，不会再提供外资水泥项目贷款担

保。从2012年财政部的一项针对水泥项目利用政府担保贷款

的审计中获悉，2012年10个水泥项目业绩出现亏损，其中一

些项目可能无法偿还贷款。  

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方法就是继续提高出口销量。2015

年2月，越南工商总部胡志明市分部表示要推动越南本地水泥

企业将水泥产品出口至苏丹，苏丹的建筑业发展强劲，水泥需

求保持增长。然而，USGS表示出口需要注意风险，例如当地落

后的基础设施将导致交通不便，同时当地缺乏大型港口。  

表9：2010-2014年越南水泥产量  

年份 水泥产量（万吨）

2008 5580.1

2009 5827.1

2010 5553.1

2011 5800

2012 6000

数据来源： The USGS mineral survey 2012，

The USGS cement survey 2015

近期事件

2014年2月当局撤销一个Cam Lo，Quang Tri在建的120万吨/年

水泥生产线建设许可，原因是该生产线建设进度太过缓慢。该项

目2009年6月开工，但公司无法继续建设。2014年3月Quang Nam

的Thach My水泥的一条170万吨/年水泥生产线在由于原材料短

缺导致短暂的施工延误后开始运行。  

2014年4月，越南水泥制造商无法完成政府规定的余热

发电系统建设的情况逐渐显现。在越南水泥工业2020年发

展规划中要求，到2015年，所有大于2500t/d的熟料生产线必

须配套建设余热发电系统以节约20%的电量消耗。然而，截

止到2015年，除了南部地区的豪瑞和Ha Tien和北方地区的

Chinfon和Cong Thanh进行了余热发电系统的投资，其他水泥

企业由于负债较高且销量低迷未进行余热发电  系统的

投资建设。

2014年6月Semen Indonesia宣称将在越南投资30000万美元

透过其子公司Thang Long水泥建设一条150万吨/年的生产线。

项目预计2015年开工，2018年投产。Semen Indonesia持有Thang 

Long水泥70%股份，Thang Long水泥目前拥有230万吨/年水泥

产能，第二条230万吨/年的水泥厂产线处于安装阶段。  

2014年8月Vissai集团签署了一份法国Ciment de Bourbon

留尼旺岛高速公路项目150万吨水泥供应合同。据Vissai集团

副主任Nguyen Tien Dat表示这是越南国内水泥企业迄今为

止获得的最大合同。合同规定熟料船运价格为42美元/吨，

供应年限为5年。  

2014年10月，7000升有毒石油从下龙湾边缘提取出来，

送往豪瑞Hon Chong水泥厂进行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该

水泥厂是越南唯一具有处置危险品技术的水泥厂。石油污染

物为多氯联苯（PCBSA），该物质可导致内分泌失调、神经中

毒以及癌症，在越南是非法生产的。  

2015年2月，DAP联合股份公司，一家自2009年开始生

产了200万吨合成石膏的企业，开始利用其石膏生产水泥添

加剂。DAP与Vicem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Vicem有义务

使用DAP生产的水泥添加剂。年产能60万吨的石膏回收企业

Dinh Vu Gypsum JSC为Vicem位于Ha Nam的But Son水泥厂

提供1万吨人工石膏。  

2015年2月，Vissai集团开始开展Do Luong水泥厂的工作，

这个水泥厂最终将以48800万美元的代价售予Nghe An的Song 

Lam水泥厂。新增600万吨产能，将以两个阶段实现投产，一期

项目为两条6000t/d熟料生产线，预计2016年投产；二期项目为

一条6000t/d熟料生产线，建设时间为2017-2020年。  

展望

IMF预测越南2015、2016年GDP增速分别为5.6%、6%。据越

南建设部预计，2015年水泥和熟料综合销量将达到7300万吨，

其中国内市场消耗5200～5300万吨，2000～2100万吨为出口销

量。VCMA预测2015年水泥出口金额将达到10亿美元，比2014年

提高15%。对于越南水泥企业来说未来几年最大的挑战是市

场供需关系的平衡，基础设施和港口的改善将促使出口业务增

加，而同时东盟国家水泥需求及非洲国家出口业务也处于持续

增长趋势。

作者简介：

姜莎莎，中国水泥研究院行业

分析师，技术经济及管理硕士，有着

四年行业研究经验，参与过水泥、混

凝土、预制混凝土桩等多个项目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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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
杭州中泥建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郭铭

上任中国水泥网理事长
郭铭，男，汉族，浙江杭州人，1969年出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研究

生，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通晓英语、法语。曾任新华社常驻非洲记者，新华社参编部要闻室副主任、

主任编辑，1998年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外语类）。历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

主任、瑞士美宝银行亚洲区首席分析师等职。现任杭州中泥建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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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星，1960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南方水泥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常务执行副

总裁、浙江虎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10年

来，将一个亏损企业的水泥年产量由原来的60万吨猛

增到600万吨，经济效益连年翻番。1997年成功开发全

国首条日产1000吨“湿改干”技改生产线，创造了投资

最省、工期最短、国产化最高、达产达标最快的“四项

全国之最”。企业近五年上缴税收19201万元。“全国建

材系统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

热烈欢迎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常务执行副总裁张剑星
续任中国水泥网理事长

陈铁军，1970年生，四川威远人，1996年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重庆科技学院机械

设计及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汽车运用与维修工

程师。历任川威集团运输公司技术员、科长、副总、总

经理；历任通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1年11月至今

任川威集团董事；于2015年2月正式上任四川省星船城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

人，内江市星船城商贸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

热烈欢迎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铁军

上任中国水泥网理事长

近期
ReceNT  TReNDS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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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平： 看好四川发展前景
下一步将加大投资力度

4月23日， 2015年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

资推介会在成都 举行，此次活动以“投资四川 

共享机遇”为主题，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致辞，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安七一、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等中外重要商协会和知

名企业嘉宾出席。中国建材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宋志平

应邀参加，期间与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会谈。

宋志平说，四川具有蓬勃的发展活力和优良的投资环

境，是中国建材集团重点投资省份之一。他介绍了水泥、新型

建材、新型房屋、新能源等业务在川开展情况。宋志平表示

非常看好四川发展前景，在四川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下一步

将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有关项目进展。进一步推进水泥的结

构调整、淘汰落后、限制新增，推广特种水泥；大力推广工厂

化新型房屋，加快当地住宅产业化进程。希望省政府加大新

产品、新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继续支持新型房屋在保障性

住房、新农村建设等民用建筑，以及公共建筑、现代都市农

业建筑等领域推广应用。

中国建材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宋志平

魏宏对宋志平董事长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介绍了四川

省近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四川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还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他表示，将继续支持中国建材在川发展，一

方面大力支持传统产业项目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大力推

动新兴产业项目的发展壮大，未来还将制定相关政策，支持

新型建材、新型房屋等业务发展，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实现共赢，省政府将为集团在川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

四川省副省长甘霖、发改委主任唐利民、经信委主任陈

新有、住建厅厅长何建、投促局局长刘中伯、广安市书记侯

晓春、内江市市长杨松柏、乐山市市长张彤；集团党委副书

记，中国新型房屋董事长郝振华，集团董事会秘书、总经理

助理光照宇，中国建材股份副总裁、凯盛科技总经理彭寿，中

国建材股份副总裁、西南水泥代总裁常张利，北新集团总经

理陶铮等参加了活动。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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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 0

日晚，中材

国际因正在

筹划向独立

第三方发行

股份作为主

要对价支付

方 式 收 购

其持有的某

环保类公司

业务资产或

股 权 及 配

套融资而宣

布停牌。在此之前的4月21日，中材系另一家A股上

市公司中材科技也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

牌。连续两家中材集团的上市公司在不到10个交

易日的时间内相继停牌进行资本运做，或将加速

中材集团下属上市公司的整合预期。

中材集团现有直属单位及控股公司69家，其

中包括1家H股和7家A股上市公司，除中材国际及

中材科技停牌外，主营业务为水泥生产的天山股

份、宁夏建材、祁连山或将成为下一批整合对象。

公开资料显示，中材集团曾于2010年9月7日

承诺：“中材集团将根据境内监管规则要求，本着

消除公司水泥业务潜在的同业竞争，促进上市公

司健康发展的原则，用5年的时间，逐步实现对水

泥业务的梳

理，并将水

泥业务整合

为一个发展

平台，从而

彻底解决水

泥业务的同

业竞争。”

按 照 此 承

诺，2015年

9月7日应是

践诺的截止

日期。

值得关注的是，自2013年国资委和证监会联

合印发《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

决同业竞争 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后，诸如此类的同一大股东下多个上市公司业务

相同或近似的情况在国内资本市场实属罕见。因

此，有市场人士预期，在国家力推央企改革深化

的背景下，借着混改的东风，中材集团水泥板块

资产整合值得期待。

对此，中材集团也表示，将根据各区域内水

泥业务的市场、资产状况、资本市场的认可程度，

通过资产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制定具体操作

方案，逐步推进，最终消除下属水泥企业之间已

存在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中材系两家A股公司
相继停牌 

中材旗下央企整合
大幕即将拉开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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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罗定）
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
该不该停？

水泥行业的“两高症”（高污染、高能耗）一直为人议

论，加之产能过剩带来的负担，近几年水泥行业逐步成为结

构调整的重点行业。众多水泥企业均在尝试通过节能减排改

造、技术升级、产业转型等手段，希望借此实现绿色转型升

级，改变在老百姓心中的“灰色形象”。其中，利用水泥窑协

同处置生活垃圾与工业废弃物也是途径之一。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因其生产窑炉处置温度高，停留时

间长，燃烧过程充分，焚烧状态易于稳定，生产过程中熟料

能固化垃圾中的重金属离子，无废渣排放等独特的生产工艺

和条件，被认为是现有垃圾处置手段之外最有力的补充。据

了解，目前全国已有20余个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项目投入

使用。2013年国务院下发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

计划》更是要求到2015年，水泥窑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生

产线比例达10%。

而4月6日，一则《广东罗定民众打砸警车事件 抗议华

润水泥厂建垃圾焚烧厂》的新闻开始在网络迅速传播。消息

称，广东省罗定市部分村民为抗议华润水泥厂建设协同处置

垃圾项目，前往当地市政府门口表达了抗议。抗议过程中，并

一度发生了堵路、损坏公物等过激行为。相关图片连日来在

网上流传，引发热议，并迅速发酵，成为不少媒体的头条。7日

下午，罗定市政府发出《给朗塘人民的一封信》，宣布取消华

润水泥（罗定）有限公司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项目，事件就此

逐渐平息。

取消项目似乎积极回应了群众诉求，但笔者不禁疑问，

当初经过合法审批的项目，说取消就取消了，这是对水泥窑

协同处置的否定，还是暂时安抚群众的情绪？此外，如此简

单的处理，是否不利于未来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的推进？

水泥窑协同处置有国家的明确支持

事实上在去年5月份，以国家发改委为首的七部委联合发

布了《关于促进生产过程协同资源化处理城市垃圾及产业废

弃物工作的意见》，水泥窑协同处置物体废弃物自此有了红

头指导文件。文件要求水泥行业推进利用现有水泥窑协同处

理危险废物、污水处理厂污泥、垃圾焚烧飞灰等，利用现有水

泥窑协同处理生活垃圾的项目开展试点。加强示范引导和试

点研究，加大支持投入，消除市场和制度瓶颈，扩大可利用废

弃物范围，制定有针对性的污染控制标准，规范环境安全保

障措施。文件要求通过建立各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完善鼓

励政策、理顺价格体系、加大全过程监督管理力度、加强宣

传推广等方法保障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工作推进。

去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三部

联合发布《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14年

版）》。在新《目录》中，将水泥窑协同无害化处置成套装备

列在推广类中固体废物处理10项装备第二项。从《目录》可

看出，水泥窑协同无害化处置已经技术成熟，示范应用效果

良好，下一步急需产业化和大规模推广的装备。

从宏观政策层面而言，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已经得到

国家的明确支持。

水泥窑协同处置与保护环境不悖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其废气与重金属排放能达到怎样

的排放标准？水泥中重金属的浸析是否超标，对环境安全有

无影响？中国水泥网高级顾问高长明得到的国外权威检测数

据，或许可以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1990年～2010年，全世界水泥工业的400多台水泥窑，累

计协同焚烧了各种可燃废弃物共计约2.5亿吨。水泥窑烧废

弃物，其对化石燃料的热能替代率≥25%的情况下，由权威

性第三方对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进行了实际检测。

共计检测次数为：二恶英/呋喃3000多次，重金属8000

多次，HCl、SO
2
、NOx、HF、TOC、粉尘等两万多次，熟料中重金

文/张晓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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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两万多次，熟料中重金属的浸析率1.2万多次。所有的检测

数据几乎100%达到欧盟标准要求。

据此，挪威科学与工业研究基金会撰写提出了《有关水

泥工业POPs的监测综合报告》，即著名的SINTEF报告，并得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认同。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水泥窑协同烧可燃废弃物时，其废气中的二恶英/呋喃

的排放绝大多数为<0.02ngTEQ/Nm3，远低于欧盟2000/76/EC

指令规定的<0.1ngTEQ/Nm3标准；

2、废弃物中可能带入水泥窑系统中的二恶英等在水泥

熟料煅烧过程中99.999%都被高温分解，焚毁去除；

3、废弃物中可能带入水泥窑系统中的各种重金属95%

以上均被固化在熟料矿物的晶体结构中或水泥水化产物中，

形成不溶解的矿物质，其在水泥砂浆或混凝土结构中的浸析

率均<1.0%，可以保障环境安全。

至于水泥中重金属浸析的环境安全问题，中材国际南京

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做了大量研究试验，证实在实际生产中

垃圾带入水泥中的额外重金属极其少量，对含有8种重金属

的胶砂试块进行浸析率检测后，其值均<1×10-5cm/d，浸

泡180天后，其重金属固化率均>99%。低于《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中关于II类地表水的限值，不会对

环境安全造成危害，结论与SINTEF报告吻合。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在我国水泥工业已探索研究试验

了10余年，至今已有20余条生产示范线，都正常运行了2到5

年，从未发生过扰民事件。海螺、华新等国内水泥龙头企业

在从事协同处置垃圾方面也一直为近邻民众所接纳。

目前，全国668座城市年产垃圾约1.5亿吨左右，据中国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工学博士胡芝娟估

算，若全国近1800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全部配套协同处置

项目，理论上将解决全国50%以上的年产垃圾量，处理能力

不容小觑。

华润罗定项目引发群体事件的背后

既然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在国内外都已成熟应用，华润

（罗定）项目又为何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笔者未曾接

触现场，在此仅做几点猜测：

1、政策“正名”、扶持不够，水泥企业“脊梁骨”挺不起

来。目前，政策上虽然提出鼓励的方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与之相对应的落实措施。发展水泥窑协同处

置垃圾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一是开放垃圾处置市场，打破

对垃圾的垄断；二是中央及地方财政对水泥窑烧废予以适当

的经济补贴和政策扶持。

2、民众对水泥窑协同处置了解存在盲区。对于水泥窑

协同处置的优势，仅行业内人士了解颇多，而我们的普及工作

做的较少。未知的事情往往容易引发各种猜测，且易偏离真

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项目并不等同于普通的垃

圾焚烧项目，而且优势明显，环保出色。但是项目在“说服政

府”批准其建设的同时，并没有“说服当地居民”，这不仅仅

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

3、水泥窑协同处置动了某些利益单位的“奶酪”，项目

推广存在阻碍。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笔者想起近几年连遭抵制的国内PX项目，似乎国外PX项

目不在远离人烟的荒芜地区，也没被妖魔化成科学怪物，主

要原因是，从立项开始，就对外公开信息，接受民众监督。据

报道，韩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开工之前，企业必须向政府和居

民证明，项目的建设符合环保标准。

环评的程序可谓冗繁，评价程序为：首先邀请居民代表、

市民团体和相关专家，组成环评委员会；然后征求环境部和

相关负责部门的意见，制定环境影响评价书草案；随后，收集

居民意见并公开，同时对草案进行修改；完成评价书正本后，

交由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审核，研究院将实地考察；最

后完成环境部批准的评价书最终版本。如果在建设途中，有

居民抗议或反对，企业需停工，接受政府的监管，针对居民的

疑虑作出说明、采取行动，直到达到开工的要求为止。

此外，不论是项目前期、建设期还是建成运行期，都需

要加强政府与民众、企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政府的监管力

度应该更大，企业的运营过程可以对民众公开，搭建一个相

对开放、流畅的沟通渠道，能让项目更稳定顺利开展。

这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信

息公开、接受监督、监管严格、生产合规、亲近民众、回馈社

会，让好事往更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无论好坏，都将它扼

杀在摇篮之中。

作者简介：
张晓烨，中国水泥网资深记者/

编辑、评论员。多次参与“中国国际

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中国水泥

西北行”等中国水泥行业大型活动、

会议专访报道活动，多次负责华润水

泥、南方水泥等中国水泥行业高端访

谈活动。

将本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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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
推广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产业

经济发展由“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增长型”。在这种宏观

背景下，产能过剩矛盾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倒逼着传统

水泥产业转型升级，水泥企业如何化挑战为机遇？

葛洲坝水泥董事长郭成洲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公司围绕

节能减排及资源综合利用、新型生产技术开发、研究水泥窑协

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三大主线，着力推进企业由高耗能、高污

染的传统行业向清洁高效的现代产业转变，实现了由“灰”变

“绿”的华丽转身，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生态发展之路。

做“水泥行业的环保领跑者”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葛洲坝水泥抢抓国家加快

发展环保产业的战略机遇，以“成为水泥行业的环保领跑者”

为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新举措。

郭成洲介绍，世人眼中高污染、高能耗的水泥企业，实

则身怀吸污纳废的“神功”。

葛洲坝水泥抓住新常态下水泥企业生存的关键，围绕节

能减排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大胆研发和引进新工艺、新技

术、新装备，推进环保发展。截至去年底，该公司所属窑线水

泥企业脱硝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每年减排氮氧化物

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十二五”脱硝减排任务。

围绕资源综合利用，葛洲坝水泥通过技术创新，精确优

化控制配比，在水泥生产过程中充分利用湿粉煤灰、脱硫石

膏、石灰石尾矿等废弃物代替高价格的传统混合材，同时积

极研究在水泥生产中应用钢渣、磷渣、磷石膏及尾矿等各种

大宗固体废弃物，变废为宝。

郭成洲介绍，近年来葛洲坝水泥将目光投向了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积极参与城市环境建设，“推广应用水泥窑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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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生活垃圾技术”就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强强联手，助力生态发展

2014年11月20日，葛洲坝水泥与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

研究及应用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公司——中材国际强

强联合，成立了葛洲坝中材洁新（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葛洲坝洁新科技”），快速推进利用水泥公司现有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项目。

据介绍，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技术已率先在葛洲坝

水泥老河口公司示范应用。该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水泥窑协

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系统集成及工程化应用技术，生活垃圾

日处理能力达到500吨，年处理老河口市及周边地区城市生

活垃圾总量15.5万吨，可满足老河口市及周边地区城市生活

垃圾的日产日清，处理过程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确保了生

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极大地改善了城

市生态环境。

郭成洲表示，通过示范项目的建设与运营，葛洲坝水泥

将进一步加强技术、资源整合，完善、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从

点到面、从省内到省外的快速复制、推广的发展模式，从而在

价值链整合过程中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为“成为水泥行业的

环保领跑者”提供坚实支撑。

预计在“十三五”期间，葛洲坝水泥所属窑线企业将全面

启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项目。日前，葛洲坝水泥

松滋公司刚刚完成与松滋市委市政府的合作谈判。

技术引领，抢占先机

据洁新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

市生活垃圾系统集成及工程化应用技术是在汲取国内外已

有经验的基础上，借助调查研究、实验分析、实践验证、工程

总结等方法，历时17年研发才完成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

有独创特征和知识产权的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

系统集成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

利10项。

洁新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技术，在不影响

水泥生产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专有垃

圾预处理技术，将分选合格后的厨余物，按其灰分的化学成

份要求参与原料配制，并进入生料粉磨系统进行低温烘干和

粉磨，以替代部分生料；并研发了适合我国利用水泥窑炉安

全协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综合预处理集成创新系统技术

和水泥生产配套接纳集成创新系统，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

日产日清目标和环境指标的控制要求。该技术获得国家产业

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2008-2010）项目、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012-

2013）和中挪“中国危险废物与工业废物水泥窑共处置环境

无害化管理”项目的支持。2014年10月，该项目研发成果荣获

2014年度建筑材料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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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方路机”）作为集矿山破碎、骨

料整形、干式制砂、建材制成品综合搅

拌为一体的全套装备供应商，始终致力

于推动行业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运用先

进的远程信息监控与诊断技术，南方路

机互联网云平台实现了售后服务的数字

化、智能化、高效化。

4月27日，2015中国国际混凝土工

业展览会期间,南方路机携专利产品移

动破碎设备、干式制砂设备、塔式建筑

用干混砂浆拌合设备参展，引起广大用

户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南方路机市场总

监周炜接受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网、

中国水泥网记者的采访。

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预拌砂浆可

分为干拌与湿拌两种方式。周炜表示：

“最近湿拌砂浆较受关注，但是由于它

受到使用时间、空间的多方面限制，局

限性较大，并且如果客户用量少，厂家

大数据 云平台 
打造南方路机工业4.0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展台受到高度关注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周炜

文/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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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提供送货服务，无法满足用量较小的家庭需求。还有个

关键的因素是湿拌砂浆的级配无法控制，而且产品种类单

一，只能生产一种普通砂浆，无法生产特种砂浆（如：抹灰砂

浆、地坪砂浆等），而这方面恰恰是干拌砂浆的优势。经过一

系列的分析比较，我认为干混砂浆发展前景更好，果断的选

择干混砂浆搅拌设备。”

南方路机研发的V7干式制砂设备生产出的机制砂、石粉

节皆能充分利用。级配连续均匀且稳定，大幅度的增产了原

来难以生产的0.6～0.15mm粒度范围的砂。粒形圆润，可与

优质天然砂相媲美，细度模数可在2.6～3.0之间自由简单地

调节，并且通过加湿器可以设定适当的含水率，防止扬尘以

及粒度不均。设备全封闭设计，空气筛成负压状态，粉尘不外

溢，可实现零排放。

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互动掀起的新一轮工业革命，被视

为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

被称为“工业4.0”。面对新形势，周炜非常幽默地告诉记者：

“你爱不爱都要拥抱互联网，而且南方路机已经紧跟时代发

展步伐，在2014年12月南方路机的互联网云平台已经上线并

开始服务，南方路机的互联网云平台是借助无线3G网络、互

联网，实现了南方路机设备的智能化识别、跟踪、监控和管

理，使设备、操作手、技术服务工程师与南方路机总部之间异

地、远程、动态、全天候互联互通。能够利用现有的无线3G

网络，将用户一线发生的实时图像，第一时间传送回南方路

机远程监控中心，通过总部工程师的及时诊断，为一线提出

及时有效的处理方案。”

同时，南方路机互联网云平台，实现对各地运行设备的

24h在线实时跟踪和健康监控，监视设备的作业情况和机器

性能变化，预测预警故障的发生，出现故障及时报警，变被

动维修为预防性维护。

最后，周炜强调，通过大数据汇总，最终可以很容易对

设备进行升级换代，这也是南方路机开启工业4.0的起步方

式。他还表示，真正的4.0不是我们生产出什么样的设备，便

推荐给客户使用，而是，南方路机要以客户为导向，将来通过

大数据为客户量身打造个性化产品。

在工业4.0的进程中，南方路机以其不断的创新服务理念，

来打造属于南方路机的工业4.0，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周炜接受本网记者采访

作者简介：
鞠丽：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网

资深记者/编辑。追踪行业热点，关

注行业发展。多次参与中国国际混凝

土周、中国混凝土高峰论坛、中国水

泥企业发展混凝土高峰论坛等行业

重大活动并进行全面专题报道，多次

专访行业、企业领导及专家学者。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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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新闻快递>>

中国建材一季报
归属股东净利润2.89亿元
同比下降48.09%

中国建材(03323)公布今年第一季业绩，按中国会

计准则编制，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2.8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48.09%。

期内营业收入约211.01亿元，按年减少4.63%。

哈尔滨市政府
与中材集团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4月24日，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希斌会见了中

材集团总裁彭建新一行。

宋希斌对彭建新率团来哈考察表示欢迎。他说，近

年来，哈尔滨大力推进产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效益不断提升。去年以来，哈尔滨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希望中材集团以在哈打

造“静脉产业园”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哈尔滨工业废弃

物和生活垃圾处理等相关产业，在环保领域与哈尔滨开

展全方位合作。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哈尔滨副市长贾剑

涛与彭建新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与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华润水泥
与中交物资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月7日，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物资有

限公司在深圳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市场

资源信息共享、物资采供服务方面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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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打造最优供应链，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战略伙伴型合作关系。 

此次双方强强联手，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更好

地满足中国交建及其子公司对水泥和商品混凝土的需

求，同时增加华润水泥的市场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双

方将探讨深入合作的机会。 

中国交通物资有限公司周连营总经理、谢爽书记及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潘永红总裁、张量高级副总裁等

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

塔牌集团
一季度净利同比降35%

近日，塔牌集团发布了2015年一季报，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2亿元，同比下滑1.17％；实现净

利润1.04亿元，同比下滑34.81％。公司实现水泥产量

310.02万吨、销量306.32万吨，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18.60％、28.23％。 

同时，塔牌集团称，受水泥价格延续了去年年底

以来下行的影响，水泥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盈利能力明显下降，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的下降幅度在-60％

至-10％之间。

葛洲坝水泥
多家单位荣获“湖北省纳
税信用A级纳税人”称号

近日，从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和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获悉，葛洲坝水泥下属的老河口公司、嘉鱼公司、兴山公

司、汉川汉电公司获得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和湖北省地方

税务局联合颁发的“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荣誉证书。 

金圆水泥
出售所持中航动力股票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15年5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经与会董事审议表

决，做出如下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股票资

产的议案》，同意公司近期以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出售公

司持有的中航动力股票834860股。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

层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和中航动力股票波动情况决定出

售价格与时机。

国资委通过
金隅股份
50亿元定增募资方案

5月4日，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公司于近日

收到控股股东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知，金隅集

团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

题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5]62号），北京市国资委同

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金隅股份此项2015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于此前3

月26日公布，称公司拟以不低于8.53元/股的价格向包

括控股股东金隅集团在内的10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5.87亿股股份，募集资金50亿元。其中，金隅集团将出资

不低于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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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说明：

1、统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已建成点火的新型干法

熟料生产线产能，不统计其他窑型及粉磨站产能。

2、运转时间以310天计。

3.合资企业产能计入控股方或实际运营管理方。

4.产能相同时按企业名称拼音首字母序排列。

5.此排行仅以中国水泥网收集数据统计。

中国水泥熟料产能2014
通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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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
南方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浙江

桐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2×1000

湖州槐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湖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分部） 2×5000

湖州煤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1×1000

湖州白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湖州小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长兴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长兴李家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500

浙江三狮集团五通建材有限公司 1×2500

德清乾元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500

德清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安吉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富阳胥口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富阳山亚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富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桐庐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绍兴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浙江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兰溪诸葛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兰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2×1000

浙江虎鹰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江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500

浙江江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衢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000

常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5000+1×2500+1×1000

建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江苏

江苏新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江苏徐舍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江苏阳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500+1×1000

江苏宜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江苏溧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1500

安徽

安徽郎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安徽广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安徽广德独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安徽广德新杭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安徽广德洪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芜湖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500

安徽大江股份有限公司 1×5000+1×2500

安徽省润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江西

江西安福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200

江西九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江西永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江西宏盛玉华水泥有限公司 1×3200

江西泰和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800+1×1200

江西南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江西萍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000

江西芦溪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江西上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江西华夏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1×1200

江西丰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500

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2×2750

江西玉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江西兴国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1200

湖南

湖南坪塘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湖南宁乡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3200+1×2500

湖南浏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湖南韶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500+1×2000

湖南耒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1×2500

湖南祁东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1500

湖南衡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湖南苏仙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湖南金磊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湖南安仁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3200

湖南邵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湖南隆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湖南桃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湖南常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湖南张家界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000

湖南古丈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500

广西

桂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广西金鲤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福建

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福建红火水泥有限公司 1×5000

西南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四川

北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安县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什邡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5000

罗江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广汉三星堆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国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四川洪雅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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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河北

邢台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000+2000

临城中联福石水泥有限公司 3200

临城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3200

河南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3000+6000

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淅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3000

南阳中联卧龙水泥有限公司 3200

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安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四川资中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四川成实天鹰水泥有限公司 3200

四川威远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四川资阳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泰昌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00

四川金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600

会东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嘉华锦屏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澳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四川天全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雅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四川省兆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四川始阳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1200+2500

四川崇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四川旺苍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川煤广旺公司剑阁水泥厂 2500

四川峨边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德胜集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四川峨眉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四川筠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四川省泸州沱江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达州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3200

广安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四川大竹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华蓥川煤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峨眉山嘉华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广元市高力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3200

昭觉金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重庆

重庆秀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1000+2500

重庆綦江科华水泥有限公司 2500+2500

铜梁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重庆石柱科华水泥有限公司 3200

重庆市万州科华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重庆长寿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4000

贵州

贵州纳雍乌江水泥有限公司 3000

贵州科特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思南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梵净山金顶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兴义泰安水泥有限公司 3200

贵州威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毕节赛德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黔西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贵州瑞溪水泥发展有限公司 2500

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福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贵州惠水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7500

瓮安县玉山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三都润基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中诚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大方永贵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500

松贵州省松桃高力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2500

贵州织金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习水赛德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德隆水泥有限公司 3000

贵州清镇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森垚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沿河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贵州紫云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3200

云南

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00+2×2500

曲靖市宣威宇恒水泥有限公司 1000+2500

马龙县天恒工业有限公司 1200

云南普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1000+1200+2500

普洱天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云南永保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1500

云南永保特种水泥金山分公司 2000+4500

华坪县定华能源建材有限公司 2500

云南兴建水泥有限公司 2500+4000

曲靖宣峰水泥发展有限公司 2500

云南远东亚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云南师宗明驰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2500

云南澄江华荣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云南宜良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富民金锐水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云南德宏州弘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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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黑龙江

佳木斯北方水泥有限公司桦南分公司 1000+2500+5000

海螺水泥
海螺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安徽

池州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6×5000+8000

枞阳海螺水泥股份公司 2×2500+3×5000+10000

荻港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2500+3×5000

怀宁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4000+5000+2×10000+12000

宁国水泥厂 2000+4000+5000

白马山水泥厂 2500+5000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4×5000+2×12000

宣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全椒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宿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湖南 　

湖南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石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湖南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5000

祁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湖南江华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湖南省云峰水泥有限公司 2500

邵阳市云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000

湖南益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安阳中联海皇水泥有限公司 4000

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3200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济源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4000

洛阳中联黄河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江苏

淮海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10000

南京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山东

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6000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2500+5000

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2500+5000

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日照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德州中联大坝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曲阜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2500+1000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莒县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平邑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济宁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7200

东平中联美景水泥有限公司 4000

滕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沂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新泰中联泰丰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内蒙古

乌兰察布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000+2×2500+5000

通辽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锡林浩特中联金河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巴彦淖尔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1000+5000

鄂尔多斯市中联星光水泥公司 5000

安徽　

滁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怀远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山西

朔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5000

黑龙江宾州水泥公司 2×5000

黑河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2500

龙江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2500

伊春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2000+4000

鸡西市城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00

齐齐哈尔市浩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齐齐哈尔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2500

牡丹江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2×2000

吉林 　

吉林德全水泥集团汪清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四平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辽源渭津金刚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金刚（集团）白山水泥有限公司 4000

辽宁 　

大连金刚天马水泥公司 4000

北方水泥凌源市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0

内蒙古

扎兰屯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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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国产实业(湖南)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广东

英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5000

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阳春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500

江西

分宜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弋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广西　

扶绥新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兴业葵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北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兴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000+5000

广西四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4000

凌云通鸿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浙江

建德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江苏 　

中国水泥厂有限公司 2000+2×5000

贵州

贵定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贵阳海螺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贵州六矿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遵义海螺盘江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安龙海螺盘江水泥有限公司 2500

贵州水城海螺盘江水泥有限公司 2500+3200

四川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广元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四川南威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巴中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重庆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甘肃　

平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临夏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陕西

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礼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宝鸡众喜水泥有限公司 2500+2×5000

陕西乾县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山东　

济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云南　

云南壮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龙陵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盈江县允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00

保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昆明宏熙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文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新疆

哈密弘毅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中材集团
天山股份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江苏

江苏天山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5000

宜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5000

江苏汉天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新疆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00+2000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达坂城分公司 5000

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5000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000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吐鲁番熟料基地

2500

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600+2×2000

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沙湾五宫水泥分公司

1000

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布尔津县
水泥分公司

2500

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000

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公司库车公司 1500

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公司喀什公司 2500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分公司 1000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塔什店分公司 2500

新疆和静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00

喀什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000

叶城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000

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000

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000

天山股份昌吉项目 4000

新疆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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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水泥

冀东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河北

冀东水泥滦县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一厂 2×500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二厂 3×5000

唐山冀东水泥三友有限公司 3000+5000

冀东水泥丰润有限责任公司 2500

唐山冀东启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00

涞水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7200

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00

灵寿冀东中山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昌黎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湖南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吉林

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 3200+4000

冀东水泥永吉有限责任公司 5000

辽宁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4500

辽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内蒙古

内蒙古亿利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冀东水泥阿巴嘎旗有限责任公司 3200

包头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内蒙古伊东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2500

祁连山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甘肃

永登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2×2500+5000

兰州红古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1000+1500

平凉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2500

甘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1000+2500

成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3000+5000

漳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3000+5000

文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古浪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1000+5000

夏河祁连山安多水泥有限公司 1000+2500

张掖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2500

酒钢（集团）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200+2000+5000

陇南市润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青海　

中材青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5000

民和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2500

中材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广东

中材亨达水泥有限公司郁南分公司 2500

中材亨达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中材罗定水泥有限公司 5000

中材天山（云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湖南

中材常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中材湘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中材株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陕西

中材汉江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2500

江西

中材萍乡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安徽

中材安徽水泥有限公司 3×5000

宁夏建材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宁夏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500+5000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00+2×2500

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公司 1000+1200

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000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2500

内蒙古

内蒙古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5000

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公司 5000

甘肃

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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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水泥
华润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海南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 2000+2500+6000

广西

广西华润红水河水泥有限公司 3200+2500

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 2×5000

华润水泥(南宁)有限公司 2×5000

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 5×5000

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 2×5000

华润水泥（富川）有限公司 5000

华润水泥（田阳）有限公司 5000

华润水泥（陆川）有限公司 5000

华润水泥（武宣）有限公司 5000

福建

华润水泥（龙岩曹溪）有限公司 2×2500

华润水泥（永定）有限公司 5000

华润水泥（岩山）有限公司 5000

华润水泥（漳平）有限公司 2500

华润水泥（龙岩雁石）有限公司 5000

山西　

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华润水泥（长治）有限公司 5000

冀东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山西

大同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冀东海天水泥闻喜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山西双良鼎新水泥有限公司 3000

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7200

陕西

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5000

陕西秦岭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00+2×5000

吴堡冀东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2000

重庆

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 2×3200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山东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7200

广东

华润（封开）水泥有限公司 4×5000

华润水泥(惠州)有限公司 3000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广州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7000

华润水泥（阳春）有限公司 2500

华润水泥（罗定）有限公司 5000

云南

华润水泥（鹤庆）有限公司 2×2500

华润水泥（弥渡）有限公司 2500+5000

贵州

华润水泥（金沙）有限公司 5000

台泥水泥
台泥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台湾

台泥苏澳厂 2200+4800

台泥和平厂 2×8600

台泥花莲厂 4800

广东

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 4×6000

英德龙山水泥有限公司 3×5000

广西

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 4×6000

江苏

句容台泥水泥有限公司 6000+6700

辽宁

台泥（辽宁）水泥有限公司 5000

重庆

台泥(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贵州

台泥（安顺）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贵州凯里瑞安建材有限公司 2×2500

贵州港安水泥有限公司 3000

四川

台泥（广安）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泸州赛德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四川铁路集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云南

云南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2000+4000

云南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3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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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200+2500

靖州金大地水泥责任有限公司 3000

山水集团
山水集团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山东

安丘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济南世纪创新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山东水泥厂有限公司 1000+2×2000

济宁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康达(山东)水泥有限公司 3500

平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昌乐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潍坊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

烟台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3000+5000

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淄博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临朐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4000+5000

枣庄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4000+5000

微山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5000

东阿山水东昌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 3200

枣庄创新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山西　

吕梁亿龙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太原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河曲县中天隆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晋城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山西晋牌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800

晋城山水合聚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内蒙古　

阿旗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3200

赤峰远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2500

扎赉特旗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4000

辽宁

辽宁山水工源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辽阳千山水泥有限公司 1000+5000

大连山水工源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朝阳山水东鑫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渤海水泥（葫芦岛）有限公司 4000

喀左丛元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000

新疆

喀什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河南

辉县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4500

华新水泥
华新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湖北

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 4000

华新水泥（恩施）有限公司 2000

华新水泥（黄石）有限公司 2500+5500

华新水泥（武穴）有限公司 2×6000

华新水泥（襄阳）有限公司 2×4000

华新水泥（阳新）有限公司 2×6000

华新水泥（秭归）有限公司 5000

华新水泥（宜昌）有限公司 2500+3500

华新水泥（长阳）有限公司 1500+4000

华新水泥（房县）有限公司 2500

华新水泥(鹤峰)民族建材有限公司 1500

华新金龙水泥（郧县）有限公司 2500+4000

华新水泥（大冶）有限公司 2500+5000

西藏

华新水泥（西藏）股份有限公司 1000+2000

云南

华新水泥（昭通）有限公司 4000

华新水泥（昆明东川）有限公司 2500

华新水泥（迪庆）有限公司 2000

华新红塔水泥（景洪）有限公司 2500

河南

华新水泥(河南信阳)有限公司 5000

重庆

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 5000

四川

华新水泥(渠县)有限公司 6000

华新水泥（四川万源）有限公司 2500+1000

湖南

华新水泥（郴州）有限公司 5000

华新水泥（株洲）有限公司 6000

华新水泥(道县)有限公司 4000

华新水泥（冷水江）有限公司 6000

华新水泥(桑植)有限公司 2500

广东

华新水泥（恩平）有限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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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狮集团
红狮集团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福建

漳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大田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江西 

高安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会昌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四川 

邻水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江油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长宁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浙江

建德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浙江红狮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2500+5000

浙江青龙山建材有限公司 1500+2500

桐庐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云南

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贵州

龙里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广西

武鸣锦龙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湖南

衡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新疆

库车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北京金隅
北京金隅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北京

北京兴发水泥有限公司 1100

北京水泥厂有限公司 2500+3200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 2000+2500

北京太行前景水泥有限公司 3000

北京强联水泥有限公司 1500

河北

鹿泉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2×2500+2×5000+5000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00+2500+5000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3000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00+2500+5000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曲阳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5000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100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山西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3200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山西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广灵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天津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河南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博爱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吉林

四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天瑞集团
天瑞集团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河南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 2500+5000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裕泰） 4000

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天瑞集团南召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天瑞集团光山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12000

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辽宁

辽阳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大连天瑞水泥有限公司 3×5000

海城市第一有限公司 3000

辽宁辽塔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安徽

天瑞集团萧县水泥有限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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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水泥
亚洲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江西

江西亚东水泥瑞昌厂 4×4200

江西亚东水泥瑞昌厂 2×6000

四川

四川亚东水泥彭州厂 3×4200

四川兰丰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台湾

亚泥花莲厂 4200+4600+5200

亚泥新竹厂 3500

湖北

黄冈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4200

湖北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2×4200

武汉亚鑫水泥有限公司 3000

拉法基瑞安
拉法基瑞安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四川

拉法基瑞安都江堰工厂 2×4000+5000

拉法基瑞安宜宾工厂 2×2500

四川江油双马水泥有限公司 1500

重庆

拉法基瑞安南山水泥厂 2500+2500

拉法基瑞安地维水泥厂 2500

拉法基瑞安重庆特种水泥厂 3200

拉法基瑞安参天工厂 5000

贵州

拉法基瑞安贵州分公司顶效厂 1000

拉法基瑞安新蒲工厂 1000

拉法基瑞安水城工厂 2000

拉法基瑞安三岔工厂 5000

云南

拉法基瑞安红河工厂 2400

拉法基瑞安红河工厂　 2600

拉法基瑞安东骏工厂 4500

拉法基瑞安富民工厂 2500

拉法基瑞安剑川工厂 2700

拉法基瑞安剑川工厂 1100

拉法基瑞安海口工厂 1400

拉法基瑞安华坪工厂 2700

亚泰集团
亚泰集团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吉林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2×2000+2×2500+2×5000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2×5000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2500

黑龙江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1000+2500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 5000

辽宁

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 2×2500+5000

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5000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尧柏水泥
尧柏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陕西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蒲城分公司 2×2500

西安蓝田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安康市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安康尧柏江华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汉中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汉中勉县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2500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1500

商洛尧柏龙桥水泥有限公司 2500+4000

汉中西乡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2500

韩城市阳山庄水泥有限公司 2500

陕西实丰水泥有限公司 5000

陕西富平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新疆

和田鲁新建材有限公司 1500

和田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5000

伊犁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3000

贵州

贵州麟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拉法基瑞安三江工厂 2500

拉法基瑞安禄劝工厂 1300

拉法基瑞安（临沧）水泥有限公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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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建化
青松建化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2500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500+5000

新疆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和田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6000

巴州青松绿原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500

达坂城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7500

新疆伊犁青松南岗公司霍城水泥厂 1600

伊犁南岗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伊犁水泥厂 1200+2500

新疆哈密南岗建材有限公司 2500

北屯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

新疆博乐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塔城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200

云南昆钢嘉华
云南昆钢嘉华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曲靖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5000

镇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2500

红河州紫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

德宏奥环水泥有限公司 1200+1500

大理昆钢金鑫建材有限公司 2000

云南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2000+5000

保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3000+5000

昭通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2500

云南大椿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200+2000

峨山宏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500

云南金江沧源水泥工业有限公司 2500

怒江昆钢水泥有限公司 3000

凤庆县习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

盈江昆钢榕全水泥有限公司 3000

迪庆香格里拉昆钢鸿达水泥有限公司 500

金圆水泥
金圆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浙江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山西太原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5000 

朔州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5000 

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4000+5000 

青海格尔木宏扬水泥有限公司 5000

广东河源市金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5000 

内蒙古东蒙水泥有限公司 1500+2×5000 

葛洲坝水泥
葛洲坝水泥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葛洲坝水泥厂 1000+2300+2800

葛洲坝兴山水泥有限公司 2800

葛洲坝当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200+5500

葛州坝荆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500

葛洲坝老河口水泥有限公司 1000+1700+5500

葛洲坝嘉鱼水泥有限公司 5500

葛洲坝宜城水泥有限公司 5500

葛洲坝松滋水泥有限公司 2800

湖南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2500

江西万年青
江西万年青

企业名称 生产线规模（t/d)

江西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万年厂 2500+2×3000+5000

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2×2500

江西赣州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1500+2500

江西锦溪水泥有限公司 2500+3000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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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熟料产能百强企业排行

序号 企业名称
熟料产能
(万吨/年)

1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29986.3 

2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7877.7 

3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8794.7 

4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030.8 

5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5849.7 

6 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446.7 

7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 5328.9 

8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417.5 

9 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34.0 

10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3366.6 

11 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70.5 

12 亚洲水泥集团 2867.5 

13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2300.0 

14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7.5 

15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1798.0 

16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7.5 

17 云南昆钢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1608.9 

18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1413.6 

19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10.5 

20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333.0 

21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1317.5 

22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240.0 

23 内蒙古蒙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147.0 

24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54.0 

25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1007.5 

26 海南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 914.5 

27 兆山新星集团 889.7 

28 广东塔牌集团 852.5 

29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821.5 

30 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93.6 

31 江苏盘固水泥集团 775.0 

32 山东泉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775.0 

33 四川峨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75.0 

34 河北曲寨水泥集团 744.0 

35 湖北京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728.5 

36 安徽珍珠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697.5 

37 陕西声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697.5 

38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限公司 620.0 

39 江苏磊达集团 620.0 

40 河南孟电集团 558.0 

41 崤山水泥集团 542.5 

42 河南湖波水泥集团 527.0 

43 豪龙控股集团 502.2 

44 湖南印山实业集团 496.0 

45 辽宁大鹰水泥集团 480.5 

46 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65.0 

47 福建金牛水泥有限公司 465.0 

48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449.5 

49 青州英坭（集团）有限公司 434.0 

50 河南泰隆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409.2 

51 河北省武安市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03.0 

52 华沃水泥有限公司 387.5 

53 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 387.5 

54 山东沂州水泥集团 387.5 

55 世纪新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387.5 

56 金龙控股集团公司 375.1 

57 太平洋水泥公司 372.0 

58 贵州黔桂集团 356.5 

59 宁夏瀛海集团 347.2 

60 福建龙麟集团福龙水泥厂 341.0 

61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316.2 

62 广西登高集团有限公司 310.0 

63 河南焦煤集团千业水泥有限公司 310.0 

64 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 310.0 

65 河南省大地水泥集团 310.0 

66
内蒙古万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千峰水泥分公司

310.0 

67 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 310.0 

68 新丰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310.0 

69 徐州市龙山水泥厂 310.0 

70 淮海集团相山水泥有限公司 310.0 

71 新疆蒙鑫水泥有限公司 310.0 

72 江山虎集团有限公司 279.0 

73 江西省圣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79.0 

74 辽宁银盛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279.0 

75 广东清远广英水泥有限公司 263.5 

76 新疆大唐鼎旺水泥有限公司 263.5 

77 滦南县第二水泥厂 248.0 

78 陕西社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48.0 

79 福建永安万年水泥有限公司 232.5 

80 湖北钟厦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2.5 

81 内蒙古天皓水泥有限公司 232.5 

82 宁夏明峰萌成建材有限公司 232.5 

83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232.5 

84 山东丛林水泥有限公司 232.5 

85 山东山铝水泥有限公司 232.5 

86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3.2 

87 湖南永州莲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5 

88 福建省泉州美岭水泥有限公司 195.3 

89 威顿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2.2 

90 肥城米山水泥有限公司 186.0 

91 甘肃寿鹿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86.0 

92 广东新南华水泥有限公司 186.0 

93 广东油坑集团 186.0 

94 广西虎鹰水泥有限公司 186.0 

95 贵州晴隆盘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86.0 

96 莱钢集团山东鲁碧建材有限公司 186.0 

97 山东上联水泥发展有限公司 186.0 

98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186.0 

99 皖维水泥厂 186.0 

100 徐州市盖龙水泥有限公司 186.0 

101 云南省红塔滇西水泥股份公司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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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飞鹏重型
设备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合肥）
粉体科技装备
有限公司

中材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

溧阳中材重型
机器有限公司

新乡市长城
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派飞特机
械有限公司 

南京西普水泥
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荆州市巨鲸传
动机械有限公
司

成都利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重型机器
有限公司

南京高精传动
设备制造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海建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金象传
动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鹏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凯盛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大型主机

仪器仪表
安徽得润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汤姆斯自
动化科技有限
公司

湖北爱默生自
动化系统工程
有限公司

杭州威士德
喷码技术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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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红宇鼎
基耐磨材料
有限公司

安徽省宁国
诚信耐磨材
料有限公司

郑州华威焊业
有限公司

苏州优霹耐
磨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郑州机械
研究所

江苏双星特
钢有限公司

安徽昱工耐磨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石磊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维特高科
焊业有限公司

南京建达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贵港捷盛机
械有限公司

唐顿科技开发
(北京)有限公司

耐磨堆焊

广西辉煌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材宁国新
马耐磨材料有
限公司

长兴军毅机械
有限公司

龙岩市泰美耐
磨合金有限公
司

北京钛盾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江西恒大高
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淄博福世蓝高
分子复合材料
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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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鲁中
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萍乡市科兴
窑炉材料有
限公司

鞍山市奥鞍
耐火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

通达耐火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锦诚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莱州明光隔
热材料有限
公司

耐火材料

长兴国盛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兴达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兰海金诚
耐火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科光窑炉
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恒耐炉料
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君耀耐磨
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

山东圣川陶瓷
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瑞泰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宜兴市隆昌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建信耐火
材料成套有限
公司

郑 州 瑞 泰 耐 火
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摩根耐
火材料有限
公司

江苏光宇特
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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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输送

临安格林输送
机械设备厂

唐山市翔云自
动化机械厂

哈沃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浙江双箭橡
胶股份有限
公司

唐山智能电
子有限公司

河南丰博自动
化有限公司

无锡港晖电子
有限公司

申克(天津)工业
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方圆机械
有限公司

杭州和泰机电
工业有限公司

杭州沃尔夫链
条有限公司

天 津 华 邦 塑
业有限公司

仓储设备
山东省元丰节
能装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云南勤德包
装有限公司

云南曲靖敏大
包装有限公司

四川省兴伟塑
业有限公司

安阳福莱尔
钢板仓工程
有限公司

徐州立峰塑
料制品有限
公司

徐州华邦塑
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锦翔
塑编包装实
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广博
塑料袋有限
公司

江西长兴塑
业集团有限
公司

龙岩市宏祥
工业包装
有限公司

华邦

山西凤凰胶
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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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凌桥
环保设备厂
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中材科技膜
材料公司

辽宁鸿盛环境
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三融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利特环
保技术有限公
司

连云港久盛电
力辅机有限公
司

成都恒宁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洁滤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汇海化工
有限公司

武汉市宏森环
保技术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固安百滤得
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河南中隆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厦门三维丝
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金华华东环
保设备有限
公司

河南中材环
保有限公司  

江苏科行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菲斯特滤
料有限公司

江苏吉能达
建材设备
有限公司

杭州富森清洁
设备有限公司

产业链延伸领域

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浪淘砂
建材有限公
司

福建南方路面
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南大环
保有限公司

上海博格工业
用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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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破碎

特雷克斯南方
路 机 (泉州) 移
动破碎设备有
限公司

新乡市鼎力
矿山设备
有限公司

泰州市腾达建
筑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上海砼力人工
砂装备有限公
司

上海联重机
械制造有限
公司

枣庄市金山机
械有限公司

洛阳大华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
有限公司

郑州鼎盛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化学建材

四川鑫统领
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

长沙市保灵建
材助剂有限公
司

山东江山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宏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广 西 安 格 尔 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

东阿东昌天汇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人众创新
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克虏西
水泥助磨剂
有限公司

壳 牌（中 国）
有限公司

克鲁勃润滑剂
(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科润密
封润滑技术
有限公司

洛阳正本润滑
材料有限公司

信阳灵石科
技有限公司

株洲宏信特种
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水
泥外加剂有
限责任公司

格雷斯中国
有限公司

道达尔润滑油
(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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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上海飞和压
缩机制造
有限公司

上海维乐耐磨
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赫夫特
齿轮制造
有限公司

法 孚 皮 拉 德
（天 津）国 际
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亨恩托（富
阳恒通）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

宜兴市环宇
轴瓦制造
有限公司

江苏凯嘉胶
带有限公司

章丘丰源机
械有限公司

中材淄博重型
机械有限公司

绵阳西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舍 弗 勒 贸 易
（上 海）有 限
公司

中材机电备
件有限公司 

节能

扬州新建水
泥技术装备
有限公司

河北新四达
电机制造有
限公司

南京中泓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圣火水泥
新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盐城吉达机
械设备有限
公司

新风光电子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利德华
福电气技术
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四方联
新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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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水泥行业十大潜力供应商企业

上海艺米加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坤盛焊接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宏方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能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顺星耐火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正大机电轴承有限公司

芜湖山猫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建新钢球有限公司

营口鸿鑫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鑫顺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4百强供应商单项奖

鑫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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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水泥行业十大创新供应商企业

山东鲁明新材料有限公司

长兴国盛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巨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宁火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奥可鑫金属修复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盛世金鼎保温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中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正和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大奔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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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水泥行业十大诚信供应商企业

龙岩市宏祥工业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鸿盛环境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长兴塑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捷盛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恒耐炉料集团有限公司

唐顿科技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苏州优霹耐磨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卫翔耐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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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水泥行业十大成长性供应商企业

山东科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上高县华夏塑业有限公司

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诚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富强特钢有限公司

安徽捷越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卓联滤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河间市天力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桂林天海塑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维民布业有限公司

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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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水泥行业十大慈善供应商企业

中建材（合肥）粉体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人众工贸有限公司

宜兴市隆昌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机械研究所

固安百滤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建信耐火材料成套有限公司

郑州鼎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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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
十大杰出服务商
（个人）

中联重科高级总裁、混凝土机
械公司总经理  方明华

新乡市长城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纪中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平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全有

厦门三维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祥波

格雷斯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桂  渐

郑州机械研究所
所长  魏建军

山东圣川陶瓷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封吉圣

杭州沃尔夫链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迅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星河

江苏吉能达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吕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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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正大集团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煅烧炉技术员 1 山东省临沂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jnmsk@126.com

单位地址：山东省临沂市

2.黑龙江省鑫昌泰水泥集团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销售总监 3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libaohua-1973@163.com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

3.上海甘溪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软件开发工程师 3 上海市

销售工程师 5 上海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gnsi2014@163.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云屏路388弄6号

4.埃塞俄比亚东方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机械工程师 1 其它国家及地区

窑操作员 2 其它国家及地区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eastcement@163.com

单位地址：埃塞俄比亚

5.上海三融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烟气脱硝工艺工程师 1 山东省枣庄市

烟气脱硝工艺工程师 1 上海市

水泥工艺工程师 1 山东省枣庄市

水泥工艺工程师 1 上海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13671520189@139.com

单位地址：上海市恒西路189号505 

6.江苏恒耐炉料集团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销售经理 5 江苏省常州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hengnai@cz-hengnai.com

单位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省庄

7.淮安淮扬矿粉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车间主任 1 江苏省淮安市

化验室主任 1 江苏省淮安市

生产副总 1 江苏省淮安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simonpapers@163.com

单位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和平镇工业园

联 系 人：高部长

联系电话：0517-83870333 82990715

8.鄢陵锦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生产部经理 1 河南省许昌市

财务部经理 1 河南省许昌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635422317@qq.com

单位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只乐镇转盘西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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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疆天基水泥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中控操作员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343225400@qq.com

单位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经济技术开发区建

         设路西侧

10.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研发工程师 1 广东省深圳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xbyang858@sina.com

单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11.襄阳中和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销售工艺工程师 2 湖北省武汉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15549859858@163.com

单位地址：湖北襄阳市高新区大力大道2号

12．内蒙古武兰水泥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水泥厂安全员 1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回转窑操作员 5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生料磨操作员 5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值班调度 2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电气值班员 2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电气主值班 3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设备管理员 1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现场设备巡检工 10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15248187046@163.com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经济开发区

13.佳木斯松江水泥厂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电工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会计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水泥厂化验室主任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水泥厂全分析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水泥厂物检 1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470675449@qq.com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

14.四川鼎瑞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业务员 10 四川省成都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583892145@qq.com

单位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府路777号金府五金机电城

17栋28号

15.北京智恒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区域销售代表 5 北京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bjzhihengc2011@163.com

单位地址：北京市市辖区通州区张家湾镇上马头村东侧

16.庆县盈启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工作地点

主任 5 广东省肇庆市

注：详细内容见中国水泥网人才频道

   (http://hr.ccement.com/)

电子邮箱：13620367605@163.com

单位地址：广东省肇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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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NT aNd MaNagEMENT 人才与管理T

职场上人来人往的，什么样的人能够让大家都愿意和他

成为同事呢？一般来说，不以自我为中心、喜欢与人分享成功

和赞扬、喜欢倾听，这样的人总是令人欢迎。

做一个别人愿意与你相交的职场人，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

有一种人，比如雇员、同事、摊贩……当你想到一个主

意，特别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时，最后却成了他的主意。当他

第一次这样做时，人们会眯起眼表示不满；他第二次这样做

时，可能会让人内心充满愤恨；而当他第三次那样做时，这可

能是任何人最后一次与他分享想法。

而我们喜欢与之共事的人完全相反，他们会令他们想出

的主意听起来好像我们共同想到的。此时，我们所有人都会

更努力工作。我们会向更大的目标努力，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更

大目标的一部分，这有助于增加我们成功的可能性。

■他们从不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讨厌与那些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以

为自己是宇宙中心、每个故事的主角，或者每个不幸和负面

事件的受害者等。

而我们愿意与之共事的人总是会让其他人的生活变得

更好，因为他们觉得改善周围人的生活是他们的个人义务。

■他们总能找到一线希望

当你找到一个大客户时，可你想到的是要想获得他的全

部订单一定非常困难。当你招聘到一名超级程序员时，你可

做个别人愿意与你相交的职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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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考虑要付多少钱给她。当你与一个令人敬畏的团队结成

合作伙伴时，你又会想到自己会失去多少控制权。无论在生

意场还是生活中，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取得令人敬羡

的成就需要花费时间和付出努力，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庆祝。

我们愿意与之共事的人知道，每个巨大的目标都是每次

很小的进步累积的，他们觉得每次的进步都值得庆祝。他们

每次都能在满天乌云中找到一线阳光，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

一线希望存在，只要你努力去找。这些人传播乐观情绪，而这

往往是成功必不可少的。

■他们喜欢与人分享成功和赞扬

我们不愿意与那些喜欢争权夺利的

人一起工作，这些人喜欢运用手段为己谋

利，喜欢耍花招玩阴谋，他们总是试图让

自己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更好。

而我们喜欢与之共事的人知道，最

好的荣耀需要共享。他们从聚光灯

下退回来，让其他努力工作的人受到

表扬和奖赏。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

其他人能够获得公众认可有一种满

足感，

因为那意味着人人都是赢家。

■他们总是三思而后行

你曾看到有人以为自己的指令未

被执行而狂摔椅子吗？我看过。你看到有人以为员工犯错导致

损失而大发雷霆吗？我看到过。你看到过有人未经思考的话脱

口而出，但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情况吗？我看到过。

我们愿意与之共事的人对好消息会立即作出反应，会立

即给与承认、祝贺和称赞。但当他们发现问题或意识到自己

犯错时，他们会花些时间思考，然后找出最好的表达方式。他

们知道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持续性影响，因此他们尽可能保

证自己的言行正确。

■他们倾听的时间超过讲话

打断别人讲话并非总是粗鲁失礼的。当你打断某人说话

时，你实际上想说：“我不想听你现在说的，我已经理解你在

说什么，我只想跳过这段。”

我们喜欢与之共事的人倾听的时间超过他们讲话的时

间。他们集中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们问一些看似不太聪

明但更容易让人理解的问题。他们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明智，

受到尊重。我们人人都喜欢这种感觉。

■他们从来不主动寻求验证

每个人都喜欢受到称赞。但许多人需要称赞，有些人需

要持续关注。他们需要不断确认，他们聪明、能干、负责以及

取得成功。实际上，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比其他人更聪明、更

能干、更成功。

我们喜欢与之共事的人不太在乎额外的认证。他们更在

乎自己的感受，他们唯一寻求的认证就是自己在镜子里能找

到什么。在自己身上寻求自我价值允许他

们将全部精力用于鼓励、称赞以及承认其

他人，这让人产生与他们共事感觉良好

的印象。他们也能成为可敬的朋友。

■他们不喜欢背后八卦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很难抵御

“内幕”的诱惑，比如寻找某人某个决

定的背后原因，寻找某人某个行为或

隐藏议程的背后动机等，这些谈话都

很难让人抗拒。不幸的是，喜欢说他人

闲话的人也喜欢谈论我们的八卦……

突然，八卦话题不再变得如此有趣。

我们愿意与之共事的人会找借口

偏离八卦话题或干脆走开，他们不担心为此失去传播八卦者的

尊重，他们知道任何愿意闲聊八卦的人不可能尊重其他人。相

反，如果他们决定分享秘密，他们会公开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这绝不属于八卦。他们是真正坦率的人，而我们所有人都希望

周围的人保持坦率。

■他们从不夸夸其谈

职位升的越高，你越有可能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你

越有可能认为需要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其他所有人。有些

人说话缺少依据，有些人认为职位和身份地位自动赋予他们

智慧，这意味着别人可能在听他们讲话，但却未听进去。

我们愿意与之共事的人以谦卑朴实的方式分享他们的

想法，他们很在乎我们知道什么。毕竟，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知

道什么。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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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ormation center 信息中心i

4月27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CEMENTTECH 2015）如约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拉

开帷幕。本届展览会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水泥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主办，北京建展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作为最大规模的水泥专业展览会，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

装备展览会被列为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展会继续朝着国际

化，品牌、精品展的方向发展，以全新的姿态，卓越的服务，

庞大的购买群体和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奉献给与会客商；同

时还将展示行业中的最新产品、技术及设备，全面呈现当今

水泥业界动态及发展趋势，为展商寻求合作、拓展市场、开发

创新提供最佳机遇。

本届展览汇集了来自中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新

加坡、俄罗斯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

余家参展企业，呈现了行业中的最新产品、技术及设备以及

当今水泥业界动态及发展趋势。展品范围涵盖矿山设备与工

程机械、粉磨及辅助设备、煅烧和冷却、预均化堆场与均化、

输送运输、废气处理、散装及袋装、余热利用、废弃物及其

处理利用技术及耐火材料和隔热制品等，共同为展商寻求合

作、拓展市场、开发创新提供最佳机遇。

第十六届装备展开幕 
中国水泥网如期而至

文/余乐乐 图/来飞翔 



 127www.ccement.com

在开幕式结束之后，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中

国水泥协会会长乔龙德，原

原国家建材局局长张人为，

中国建材联合会副会长、中

国贸促会建材分会常务副会

长、北京建展科技发展有限

总经理陈国庆，中国水泥协

会高级顾问、教授级高工、中

国水泥网高级顾问高长明及

各主办单位的领导，联合会

各直属单位、各部门的领导，

中国水泥协会、中国混凝土

与水泥制品协会、中国砂石协

会、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等

专业协会以及来自水泥混凝

土行业的企业领导，国外企业

代表，一同参观了展览。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材国际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福建南方

路面机械有限公司、唐山冀

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江苏

鹏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船重工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

公司、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格雷斯中国等

近百家企业纷纷精彩亮相。

作为经原国家建材局

授权、国家工商局审批的中

国水泥行业建设最早、影响

力最大的行业门户网站，中

国水泥网也应邀参展本次展

会。自1997年建立以来，中国

水泥网的发展一直得到国家

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企业

的大力支持。作为历届展会

的“熟面孔”，中国水泥网今

年也如期而至，与诸位新老

朋友相约A268展台。

“提升行业社会形象，推动水泥技术进步，实现行业电商贸易”是中国水泥网致力的方向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中国水泥协会会长乔龙德到本网展台参观指导

原国家建材局局长张人为参观本网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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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ormation center 信息中心i

身为媒体平台，中国水泥网

一如既往派出多路人马，直击展

会最前线，第一时间了解行业最

新活动资讯，为参展代表和参观

嘉宾们献上丰富资讯。

本届展会上，中国水泥网还

为参展来宾带来了贴心礼品：凡

前往中国水泥网展台扫描二维

码的嘉宾，皆可获赠2015版《中

国水泥黄页大全》一本。该版黄

页大全经中国水泥网更新、补充

信息数据，加大了混凝土、水泥

制品、混凝土机械、砂石骨料设

备等相关领域生产企业的收录

比重，不但是水泥及相关行业管

理、科研机构、技术服务、装备制

造等企事业单位沟通交流的必备

工具书，也是业外人士了解和进

入水泥行业的权威参考书籍。

客户接受中国水泥网记者现场采访

本网制作的全国水泥生产线地图受到前来

展位参观的业界人士喜爱

合影留念

中国水泥网在本届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的展位

中国水泥网出品的水泥地图册、黄页等资料受到参会代表的热捧

2015年水泥市场在供需两

端角力之后，行业供需形势显平

稳，整体效益将承压。在国家经

济增速减缓、环保政策日益趋

紧的背景下，行业应加快市场整

合，延伸产业链，进行产业转型，

在新常态下完成产业升级。提升

科技含量和资源利用率，突破技

术和装备水平，于促进水泥行业

转型升级而言无异于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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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国际水泥峰会在京举行
文/武文博 图/来飞翔

水泥业作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的重要行业，2014年实现了产量

24.8亿吨，增长了1.8%，全行业实现利润

780.2亿元，同比增长1.4%，利润总额位居

建材各子行业之首。在成绩取得的同时，我

们也注意到，近年来，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

日趋严重，效益持续增长压力巨大，特别是

节能减排、环保的压力对水泥行业的发展

约束增强，对水泥行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水泥行业如何应对新形势、

如何在新任务要求下不断发展是全行业面

临的共同问题。

2015中国国际水泥峰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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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司副司长马荣、世界水泥可持续发展倡导行动组织

（CSI）方达飞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水泥协会、拉法基水泥、

豪瑞集团、中国建材股份、CRH国际建材集团、中材国际、金

隅水泥、华新水泥等单位做专业主题演讲。此次会议以大量

详实的案例和数据以及政策信息的披露为企业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借鉴。

世界水泥可持续发展倡导行动组织（CSI）方达飞在峰会

上表示，通过多年来与中国水泥协会和中国建材、中材、华润、

天瑞、亚泰五家CSI中国成员一同工作，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国水

泥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事实上也正如方达飞所言，近年来，水泥行业在发展循

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努力。以北京金

隅为例，多年来，金隅一直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

术改造和提升传统水泥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完成水泥窑处置工业废物、城市生

活污泥、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技术。北京金隅红

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立明认为，“水泥窑协

同处置”给水泥企业带来了机遇，未来将成为“新常态”下水

泥行业的发展方向之一。水泥企业将成为循环经济的综合体

和城市基础设施，被赋予更多“城市净化器”的功能，实现产

业功能的转型。水泥窑协同处置将主推水泥企业走出一条绿

色发展之路。

对此，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马荣认

为，顺应生态文明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应当成为

行业转型发展、增强发展效益质量的重要途径。

马荣透露，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十三五”时

期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和战略部署，其中，将把水泥行

业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发改委还将推广一批循环经济典型模

式和经验，对有关试点示范单位进行评估总结，系统梳理试

点过程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在全行业内进行推广；开展水

泥窑协同处理的评估试点和政策研究，加强政策协调支持力

度，在加强技术研发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对成熟可行的节

能减排和协同处理设施加大支持力度，在建设投资、技改等

方面给予支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发挥市场杠杆作用。

这对水泥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在行业发展新

常态下，或将进一步推进水泥行业在循环经济领域的发展速

度。4月28日，一场以“低碳水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行业盛

会——“2015中国国际水泥峰会”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召

开。峰会通过回顾及展望全球水泥市场走向，总结中国水泥

市场发展趋势，并通过对比中外水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研究水泥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控制政策与技术，学习世界

先进水泥企业能效管控制度及措施，论证节能创新技术应

用与推广，推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在行业的贯彻落实。会议

邀请国务院参事蒋明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副司长马荣

将本篇文章
分享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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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像金隅、华润、华新等大型水泥企业的努力，

行业的绿色发展发展之路已经不断拓展。但是，中国建筑材

料联合会会长、中国水泥协会会长乔龙德认为，我国水泥行

业距离低碳绿色发展还相差甚远。

在我国水泥行业向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国际先进企业的

经验或可以给予更多借鉴：

自1990年以来，豪瑞一直采取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

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经过不懈的努力，豪瑞的产品

组合正朝着具有较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混合型水泥发展。豪瑞

已经成为业内减少水泥二氧化碳排放量举措的领导者，在气

候政策的合法化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CRH制定了一份碳削减战

略。这一战略是基于对生产工艺的重大改变的投资，通过改

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整体能耗水平；使用替代燃料；研发

低熟料含量的生态效益型产品以减少对熟料的使用三个可

持续发展倡议予以落实。

……

国际先进水泥企业集团已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

很多的努力。面对行业绿色发展的瓶颈与差距，乔龙德希望

行业可以统一认识，进一步找准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路径

和支撑点。首先，水泥行业应认识到低碳绿色发展是在节能

减排基础上理念的升华和行为升格；是水泥行业提升发展

的目标和实施生态文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的必然追

求；是牵引创新技术和管理，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

污染，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前进动力；是水泥工业从根本上提

高总体水平的立足之本。他表示，只有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紧

迫性，实现低碳绿色才有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其次，需

提升中国水泥企业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将行业和企业的

发展置于生态文明和社会共同进步之中。第三，中国水泥企

业不仅要充分意识到实现低碳减排的时间紧迫性与任务艰巨

性，而且还要有实实在在的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蒋明麟也表示，在经济发展

处于新常态的环境下，实现水泥行业的低碳绿色可持续发

展，需要在几个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第一，紧紧抓住节

能减排这个中心环节不放，实现水泥行业的低碳高质绿色发

展。第二，紧紧抓住开发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第三，紧紧抓住创新导向

为新时期经济发展源动力，转变水泥行业发展方式，实现产

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正如马荣所述，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水泥行业的必然

方向，也是中国水泥行业转型发展的神圣使命。在实现绿色发

展的过程中，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为促进中国水泥行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为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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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文博，中国水泥网副主编。2008

年起从事水泥行业新闻媒体报道工

作，多年来曾参与国际水泥峰会、中国

水泥万里行等大型行业媒体采访及行

业会议活动报道，聚焦行业热点，策

划专题报道，尊重新闻事实，用全新的

视角，及时、全面、深入的挖掘新闻价

值。做专业水泥人，做专业媒体人。

峰会期间，大会组委会还安排了三项活动：中国水泥协

会副秘书长齐欣公布了2015年中国水泥行业熟料产能排名

五十强，中国建材、海螺水泥、中材集团分别位居前三位；华

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张应中代表大企业集团宣读水泥企业

倡议书；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王郁涛公布中国大型水泥集

团环保标杆企业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华新水泥（宜昌）、

卫辉天瑞水泥、都江堰拉法基水泥等21家企业获得2015年中

国大型水泥集团环保标杆企业称号。

中国大型水泥集团环保标杆企业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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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提升磨内结构实现节能粉磨
徐州恒越粉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工/刘晋锋

 球磨机在粉

磨系统中如何做

到高产、优质、低耗，磨

内结构不失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因

素，各仓仓长的合理划分，衬板的结构

形式，隔仓板的过料能力，磨头进料装

置，研磨体的活化能力、出料篦板排

料能力，磨内通风和物料流速的均

衡等相关工艺参数至关重要。首先

磨机内部结构必须适应满足工艺

的实际要求，要从粉磨物料的特

性、水泥品种、控制指标综合考虑，而

多数水泥厂家在使用和订购球磨机装备时，通

常直接采用由设备厂家提供的传统式统一配置，忽略

对球磨机内部结构形式个性化设计，没有结合自身工艺特点

做针对性的设计，其应用实效自然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效果，

本人多年从事粉磨系统提产调试工作，磨机的内部结构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对粉磨系统产、质量的影响深有感足，下面仅就

粉磨系统球磨机内部结构谈一点个人的浅显看法。

一、球磨机磨头进料的冲料现象

大型球磨机的进料结构形式一般都是由倾斜料筒直接

深入随磨机旋转的进料筒内贴近磨头起始端边缘，因此物

料在自上而下的惯性冲击和磨机通风的双重作用下，使得入

磨部分物料形成料流冲击现象，不能从磨机一仓的起始端充

分得到研磨体的冲击、研磨，无形之中削减了磨机一仓有效

长度，从磨机内部前端物

料的存料量观察来看，

冲击距离约为1～1.75

米，由此现象造成了磨

机粉磨效率的下降

和研磨体相对物料

的捕捉能力下降。采

用回转式缓冲料

装置可有效解决

磨头进料时的料冲

现象，该装置的原

理就是运用径向阻

流切割方式改变物料的直

冲现象，使得入磨物料从

磨头的起始端就可以充分

得到研磨体有效的冲击和研磨，并充分发挥了磨机一仓的有

效长度尺寸。

二、全区域活化(提升、搅拌、激活、均风） 

(球径<磨机直径1/80锻径<磨机直径1/200规格的研

磨体在磨内均会存在滞流、蠕动。抱团积聚现象）有经验的

工艺技术人员从研磨体的不规则磨损就可以看出这种现象

的现实存在，特别是材质不好的研磨体，根据国内外相关资

料和实际应用表明，直径3米以上管磨机微型研磨体在磨内

均存在积聚、滞流和蠕动现象，由于此现象的存在研磨体相

对物料的冲击研磨作用不能得到完全有效发挥，近几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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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大型磨机在细磨仓增加了径向活化装置，改善并提高了

细磨仓研磨体对物料的冲击研磨作用，收到了一定效果。但

由于其目前活化装置的结构形式和安装距离，使其活化区域

范围太窄，不能完全改变大型磨机微型研磨体滞流、蠕动、

积聚现象的存在，限制和阻碍了研磨仓细磨效率的发挥，众

所周知，磨内物料是在磨机转动时运用研磨体的运动和风

的作用将磨细物料及时排出磨外，那么由于部分研磨体的滞

流、蠕动、其作用甚微，使得磨细而应排出的物料不能及时

排出，故出现吸附、粘贴，及过粉磨现象，降低了粉磨效率，

为进一步提高研磨体对物料的冲击、研磨作用，激活缩小研

磨体的滞流死区比例，在磨内采用无盲区大区域活化技术，

可进一步缓解微型研磨体的不作为现象，全区域活化是在原

活化原理的基础上，根据磨机直径，运用轴向和径向优化组

合，使其活化区域范围趋于更大化，同时该新型活化装置具

有三大优点，一大亮点。优点1、提升研磨体的运动距离，2、

激活微型研磨体的集聚现象3、搅拌了微细粉的沉积，减少

过粉磨现象。亮点即均风，所谓均风就是在磨内原通风的基

础上削弱中风，使磨内通风和物料流速尽可能实现均衡、稳

流、可控，达到平衡粉磨，提高效率。据相关资料表明，磨内

中心风速是边缘风速的8～10倍。

三、自清式防堵塞出料篦板

磨机出料篦板的主要作用是排料、通风和阻止研磨体外

漏。目前篦板的设计形式多为铸钢件，厚度约为50～60mm，

开缝形式为放射型和同心圆型两种，随着磨机大型化研磨体

小型化的工艺粉磨形式的应用，该结构形式的出料篦板95％

以上的厂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篦板堵塞、

排料、通风不畅和中心风速过快，细度跑粗等不良现象。清

--磨内温度高，工人劳动强度大，且维系时间不长，不清--

磨内工况恶化，粉磨效率下降，单位电耗上升。采用自清式防

堵塞新型出料篦板可彻底解决篦缝堵塞现象，同时该新型出

料篦板中心处配有料风分离装置，使磨内通风和物料流速均

衡可控，并改善了磨尾1.5～2米范围细度平衡变化不大的状

况。（通过筛余曲线可以判断）

四、多级式筛分双层隔仓板

1.隔仓板的作用和工艺要求

(1）隔仓装置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分仓的要求。使磨内不

同直径的钢球分开以适应物料粉磨过程中粗粒级用大球、细

粒级用小球的合理原则。同时卡住粗颗粒，防止它从前仓窜

向后仓。一但过粗颗粒跑到后仓，因后仓没有大球，无法粉

粹而将跑粗，影响产、质量。

(2）控制物料流速。使各仓料位相互适应，球料比适当，

以满足不同的粉磨过程和操作制度的变动。

隔仓板的合适的排料结构和篦孔宽度。篦孔形状的联

合应用，保证不阻塞和合理流速，使物料在磨内有一个合适

的停留时间。

(3）有利磨内通风。对水泥磨而言需要通风来散去热量

以冷却水泥，同时可及时快速的移出粉磨细粒粉料，减少过

粉磨。隔仓装置必须尽量消除对通风不匀的影响，有足够的

通风过料面积，较小的压力损失。

2.常见的不合适隔仓板的弊端

(1）单层隔仓板。单隔仓基本上是溢流式排料，料面层

以下的细料通过时阻力较大，料流速度慢，前仓的填充率要

高于后仓。这种结构不利于各仓粉磨能力平衡的调整，现已

基本不用。

(2）无筛分的双层隔仓板。这种隔仓板通常由篦板和盲

板组成，中间设有提升扬料装置。系强制排料，流速较快，不

受隔仓前后填充率的影响，即使前仓料位低亦能顺利排料。

其弊端一是由于篦板铸造工艺限制，篦缝宽度通常最小只能

在6mm，隔仓板处的小于5mm的颗粒物料及容易通过篦缝

进入下一仓。而后仓通常为小规格的球锻，无法粉碎这些颗

粒物料而将跑粗。二是由于后层为盲板结构，不利于磨内的

均匀通风。此种结构在隔仓板前后一段距离范围段通风几乎

全部由中心处通风，中心处风速过快，通风阻力大。由于风

全部由中心处通过，篦缝处几乎无风，负压也小，如果物料

水分稍大或篦缝小，篦缝处易糊堵，过料能力将达不到工艺

要求。从而影响磨机的产、质量。

(3）后道为盲板的筛分双层隔仓板。这种隔仓板，篦板

后有一层薄钢板冲压成型的立面筛板，可控制大颗粒物料进

入下一仓。但由于其后道为盲板结构，同上类型隔仓板一样，

中心处风速大，筛板处负压小，筛分能力差，细粉料易在筛

缝处糊堵，过料能力差，料通常会被中心处的高速风由中心

圆处排入下一仓，失去了筛分作用。由于过料能力差，特别不

适合闭路磨的使用。过料能力差时，会造成前仓饱磨，后仓

空磨的后果，严重影响磨机的产、质量。

(4）弧形筛板的双层隔仓板。这种隔仓板，在径向上设

有扬料板式的弧形筛，物料在进入弧形筛面上时，在随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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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过程中主要靠重力筛分，细料进入下一仓，粗料返回。这

种结构，筛分效率较高，但由于弧形筛面宽度仅为一百多毫

米，长度仅相当于磨机半径，数量也只有8~10块，总的筛分面

积小，不能用于闭路磨。

3.理想的隔仓板结构（均风、可调多级筛分双层隔仓）

针对上述隔仓板的结构缺陷，我们设计了一种类似于非

凡公司的均风、可调、多级筛分式不堵塞隔仓板。其主要特点

有以下几点。（1）隔仓板两面均为有篦孔的篦板，篦缝采用自

清式结构，篦缝不易糊堵，保证了通风和过料的要求，通风阻

力小，无中心风洞效应。（2）采用立面多级筛分，人为改善闭

路磨水泥颗粒分布较窄的现象，选用优质板材，筛孔分布合

理，筛分面积大，过料能力强。（3）篦板和筛板之间增设粗料

扬料板，有利于粗粒料及时返回。（4）料流可调。物料通过细

粉扬料板的提升由卸料孔进入下一仓，这些孔的出口面积很

容易用操作滑板调节。根据后仓球料比的情况，通过调节滑

板上的固定螺杆，调节出口面积，从而保证各仓合适的球料

比，达到各仓粉磨能力的平衡。在生产不同品种产品时，也可

根据其特点进行调节出口面积，适应不同过料能力的要求。

4.均风不堵塞隔仓板的应用

江苏淮安楚城水泥有限公司Φ3.8m×13m圈流水泥粉磨

生产线，主要生产P.C32.5水泥和P.042.5水泥。磨机为南京某

磨机厂生产，投入生产后，磨机产量较低，经常出现一仓饱磨

和隔仓板易堵塞问题。原因分析：据文献[2]介绍，隔仓板过

料能力主要与物料流速及篦板或筛板通孔面积有关系，隔仓

篦板一仓面篦孔宽度为10mm，经测量计算通孔率约10％，

按经验通孔率大小基本合适。但隔仓板筛板实心部分面积较

多，导致通孔率较小。隔仓板架结构不合理，过料空间过小，

也影响筛板的有效通孔率。

5.改进措施

(1）隔仓板筛板筛孔的改进

我们决定调整筛孔结构尺寸，加大其过料能力。

(2）隔仓板篦板的改进

针对由于部分Φ12mm的小段磨损后易从二仓漏出，同

粗粉一起禁入一仓，易堵塞篦板篦缝的情况，我们在回料空

气斜槽中增加一台气化除渣装置，彻底消除钢锻返回一仓的

现象。同时将隔仓板中的篦板一仓面篦孔宽度改为12mm，使

其通孔率达12％左右。根据二仓面篦板易被段堵塞的情况，

将原二仓面篦板篦孔排列方式由同心圆改为放射状排列，并

将篦缝宽度由10mm改为6mm的方堵塞篦板。

(3）隔仓板架的改进

筛板更换后，产量上升到86～88t/h，但循环负荷率仍偏

低，只有45％左右。经分析，只有彻底改变隔仓板结构，加大

其过料能力才能发挥出选粉机的功效，提高产量。在隔仓板

架结构上，我们改用多级筛分防堵型隔仓板结构，板架宽度

由150mm改为100mm，同时取消了原有的中间筋板，使筛板

的有效通孔率上升到14％。

6.改进后效果

隔仓板改进后，生产P.042.5水泥时产量上升到96～98t/h，

接近同类型的江苏如东万豪公司水泥粉磨系统台时产量100t/h

以上的水平。循环负荷率上升至100％左右。磨尾除尘器风机运

行频率改为42Hz,也能满足使用。改进后相关设备运行情况见

表。正确运行一段时间后，进磨内检查发现磨内两仓料球比都

基本合适，隔仓板中的两面篦板篦孔没有被段堵塞情况。由于循

环负荷率加大，减少了过粉磨现象，由于水泥颗粒组成中<1um

含量减少，改进后水泥物理性能中标准稠度用水量减小，从之前

的27.2％～27.9％降为26.1％～26.6％。水泥颗粒分布更加趋于合

理，其他性能无明显变化。

项目 运行初期 改进筛板后 改进隔仓板后

P.042.5产量

(t/h）
83～85 86～88 96～98

综合电耗

(kWh/t)
38～39 37～38 33～34

出磨细度

（80um筛余）/％
7～9 9～11 12～14

回粉细度

（80um筛余）/％
26～30 28～36 24～28

成品细度

（80um筛余）/％
<1.0 <1.0 <1.0

比表面积

(t/h)
350～370 350～370 350～360

循环负荷率/％ 35～38 45～50 100～110

选粉效率/％ 75～80 70～75 55～60

出磨提升机电流/A 55～60 60～65 70～85

选粉机主轴电流/A 60～65 65～70 75～90

P.C32.5产量

(t/h)
90～92 95～98 108～112

综合电耗

(kWh/t)
35～36 33～34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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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曾家明

“智控微粒球形化节能粉磨工艺技术”则针对半终粉磨

系统，预分级分离来的成品细粉和主排收尘器收集的细粉混

合入库，产品颗粒形貌不佳、静浆流动度问题、需水率略有

上升的现状。采用对现有分离的成品进行二次整形，使成品

细粉粒径分布更趋合理，水泥球形度提高，最终达到降低水

泥标准稠度用水率的目的。

相比以往，新工艺优势在于：1、应用双转笼选粉机提高

辊压机有效做功；2、降低入磨物料粒径配套磨内改造大幅

提高磨机效率；3、应用半终粉磨整形系统降低标准稠度需

水率，提高水泥质量；4、水泥半终粉磨系统大幅降低粉磨能

耗适应市场需求。

江苏吉能达建材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海峰

据吉能达董事长吕海峰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提升

水泥粉磨工艺水平，并在降低水泥企业粉磨能耗的同时保证

下游混凝土性能，江苏吉能达建材设备有限公司投入巨大人

力物力，经过长时间潜心研究，为新技术的推出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最终多级分选，分段粉磨新工艺和系统平衡理念的

成功应用，将水泥行业的“优质、高层、低耗”提升到一个新

5月19日，由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盐城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持的江苏吉能达建材设备有限公司“智

控微粒球形化节能粉磨工艺技术”及“智能双驱粉体精密分

级装备”鉴定会在安徽淮南召开。

由南京工业大学博导张少明、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教

授级高工王玉敏、合肥水泥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焦永道等

业内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听取了吉能达技术设备研制情

况汇报，审查了有关技术文件资料，考察了客户使用现场，经

质询和讨论形成了该技术及装备填补国内空白，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的评审意见，并一致通过省级新技术及装备鉴定。

鉴定会现场

资料显示，“智能双驱粉体精密分级装备”是吉能达在

借鉴国际最先进选粉原理的基础上，采用航空空气动力学分

析方法，与南京工业大学、盐城工学院联合研制开发出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新科技产品。该产品一大特点在于，实

现粗粉分级机和超细粉分级机科学组合，突破了“粗、细粉”

二分离理论，将物料“一分为四”，同时提升选粉效率，达到

75%～80%以上。

吉能达
新工艺及设备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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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审议

专家发表评审意见

当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水泥行业进入平台期，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有效的成本控制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意义重

大。吉能达“智控微粒球形化节能粉磨工艺技术”及“智能双

驱粉体精密分级装备”可进一步发挥辊压机低能耗粉碎的作

用，同时应适水泥企业辊压机（立磨）系统的“优质、高产、低

耗”的需求，将是水泥企业技术改造的首选工艺之一。

的高度。

吕海峰同时认为，水泥粉磨企业节能增产技术改造是对

水泥半终粉磨工艺的进一步改进，必须从整个粉磨系统改进

来考虑，让总系统中各个子系统都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平

衡。吉能达“智控微粒球形化节能粉磨工艺技术”及“智能双

驱粉体精密分级装备”实现了更精确的粉体分离，保证入磨

物料粒径下降，进一步发挥辊压机低能耗粉碎作用，完成了

对半终粉磨系统的全面升级。

有资料显示，湖北京兰、安徽舜岳、天山集团苏州水泥

粉磨站等企业成功应用吉能达预粉磨系统、整形系统后，实

现了大幅提高半终粉磨系统成品球形度，减少过度粉磨，降

低水泥需水量的目的，为企业节能降耗做出了突出贡献。

 淮南舜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天全

淮南舜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天全作为应用方，

在鉴定会上就吉能达技术及设备运行情况做了简要介绍。据

其介绍，基于当前严峻的行业竞争形势和巨大的环保压力，

舜岳水泥二期粉磨项目将环保、节能放在了首要位置，并提

出了大大严于国家标准的技术指标，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

选定吉能达新工艺及设备，产量大幅增长，各项数据全面达

标，需水量下降0.2%～1.0%，单位粉磨电耗下降约5度。

王天全给评审专家算了这样一笔账，吉能达新工艺设备

总投资200多万元，按照当前每吨水泥能耗降低5度计算，一

度电0.7元，在生产线运转率70%的情况下，年产水泥150万

吨，半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成本，经济效益显著，王天全同

时也对吉能达现场调试和安装团队的全面周到服务表示了

极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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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明，中国水泥网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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