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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聚物水泥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

绍了高聚物水泥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高聚物水泥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高聚物水泥行业

的现状、中国高聚物水泥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高聚物水泥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高聚物水泥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聚物水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高聚物水泥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水泥行业是我国继电力、钢铁之后的第三大用煤大户，我国水泥熟料平均烧成热耗115千克

标煤/吨，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0%多。全国现有规模以上水泥生产企业约4000家，新型干法水

泥生产线1500多条。水泥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仅次于电力行业，位于全国第二。水泥企业的

矿山资源消耗与生态破坏也是突出问题。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聚物水泥市场运营状况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表明：2016年我国水泥产量达240295.3万吨，累计增长2.5%。                                       指标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

月                               水泥产量_当期值(万吨)             19978.9             21350.8             22783.3             22392.7

            21771.9             21410.2                               水泥产量_累计值(万吨)             240295.3             220328     

       199065.6             176532.7             154061.2             132250.1                               水泥产量_同比增长(%)   

         -1.2             3.7             3             2.9             1             0.9                               水泥产量_累计增长(%)            

2.5             2.7             2.6             2.6             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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