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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水泥制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水泥制

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泥制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泥制品行业的现状、中国水泥

制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泥制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水泥制品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泥制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泥制品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行业发展质量将明显改善：质量效益目标。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5万

亿元，年平均增速达到6.5%。绿色发展目标。绿色低碳产品占比稳步提高，品种质量能满足

各类工程建设需要；80%的搅拌站达到绿色生产一星级及以上水平，其中50%达到二星级及以

上水平。科技创新目标。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大幅提高，主要产业骨

干企业都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15家重点企业建立专业领域行业技术

创新平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全行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1%左右，信息化智

能化示范企业达到20家左右，10项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作为最大宗的基础性建材产业，更须借着国家仍在继续投入扩大和

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如绿色建筑、海绵城市、新农村建设、以及不断开发地下、水上、水下

人类生存空间的战略驱动，主动变革传统产业同质化的标准化制造和规模化发展模式，向着

更高技术含量、更高性能质量、更多智能功能、更多文化内涵的混凝土与水泥制品方向发展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的企业家和科技人员一定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创新中努力推

动行业的转型升级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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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3年中国水泥制品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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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