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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水泥建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水泥建材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泥建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泥建材行业

的现状、中国水泥建材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泥建材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水泥建材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泥建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

泥建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市场上水泥的品种很多，有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

水泥等等，家庭装修常用的是普通硅酸盐水泥或复合硅酸盐水泥。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水泥建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水泥累计产量达217666.8万吨，比上年累计增长3%。         指标   2018

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水泥产量当期值(万吨)  

18394   20520.6   22043.2   20780.6   20018.1   19618.1       水泥产量累计值(万吨)   217666.8   199848.1  

179463.4   158250.2   138236.9   118962.6       水泥产量同比增长(%)   4.3   1.6   13.1   5   5   1.6       水泥

产量累计增长(%)   3   2.3   2.6   1   0.5   -0.3

第一章 水泥建材市场市场评估方法介绍

 　　第一节 调研方式介绍

 　　第二节 市场规模统计范畴

 　　第三节 市场预测模型

　　　　一、时间序列法

　　　　二、曲线预测法 

第二章 我国水泥建材产业应对后危机时代的主要策略

 　　第一节 政策角度

　　　　一、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调整

　　　　二、水泥建材产业政策调整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水泥行业准入条件》

　　　　　　（二）国家《节约能源法》规定

　　第二节 上下游市场角度

　　　　一、上游市场

　　　　　　（一）煤炭、电力等能源占整个水泥厂成本的六成以上



　　　　　　（二）煤炭和电力供应不足，水泥厂能源供应无法正常满足

　　　　　　（三）整个水泥产业承受了煤炭市场的高价格

　　　　　　（四）水泥产业中的大部分企业缺乏成本转嫁话语权  

　　　　　　（五）水泥企业背负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六）部分水泥企业计划通过收购煤炭企业等手段谋生

　　　　二、下游市场

　　　　　　（一）水泥龙头企业逐步布局预拌混凝土行业

　　　　　　（二）以水泥作为单一主业的国内龙头企业开始发展上下游辅业

　　　　　　（三）采取进军下游产业的模式，将有益于各项主营业务一体化

　　　　　　（四）化解房地产不景气引发水泥需求下降的风险

　　　　　　（五）水泥行业目前从区域看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发展空间

　　第三节 企业角度

　　　　一、&ldquo;并购重组&rdquo;策略

　　　　　　（一）2018年水泥行业兼并重组涉及整合水泥产能近8000万吨

　　　　　　（二）水泥行业重组整合分为企业收购、内部整合、外资参股三种形式

　　　　　　（三）通过竞争与联合重组，国内水泥区域市场格局越来越明朗化

　　　　　　（四）大型水泥集团在并购重组方面有了重大进展

　　　　　　（五）政策重点扶持大型水泥集团企业收购兼并

　　　　二、&ldquo;以退为进&rdquo;策略

　　　　三、创新营销策略 

第三章 2018年我国水泥建材行业生产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生产分析

　　　　一、2014-2018年我国水泥建材供给情况

　　　　二、我国水泥建材市场分布区域分析

　　　　三、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8年工业总产值前10位企业对比

　　第二节 2014-2018年水泥建材产品需求分析

　　　　一、2014-2018年水泥建材需求量情况

　　　　二、2014-2018年水泥建材市场规模

　　　　三、2018年水泥建材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第四章 水泥建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行业产销情况



 　　第二节 2014-2018年行业规模情况

 　　第三节 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四节 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第五章 水泥建材产业投资现状

 　　第一节 产业投资现状

　　　　一、投资规模分析

　　　　二、投资结构分析

　　第二节 产业融资现状

　　　　一、资金来源分析

　　　　二、银行信贷情况分析

　　第三节 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一、行业发展周期分析

　　　　二、行业行业前景调研判断

　　　　三、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四、行业投资投资策略 

第六章 2014-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所属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4-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4-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分析

　　　　二、费用分析

　　第五节 2014-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资产获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七章 2018年中国水泥建材行业竞争格局对投资影响透析

 　　第一节 中国水泥建材行业波特五力分析

　　　　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二、现有企业间的竞争

　　　　三、替代品的威胁

　　　　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五、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水泥建材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企业集中度分析  

　　　　二、市场占有率分析

　　　　　　（一）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前5大水泥企业市场占有率为50%

　　　　　　（二）中国前10大水泥企业仅占四分之一左右份额

　　　　　　（三）未来水泥行业结构调整和整合会进一步加快

　　　　　　（四）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落实节能减排将成为水泥工业发展主线

　　　　　　（五）大型、上市的水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将在&ldquo;并购潮&rdquo;中受益

　　　　　　（六）2018年前10家企业将占全国的35%以上

　　第三节 中国水泥建材行业未来竞争力分析预测

　　　　一、竞争力分析预测

　　　　　　（一）我国水泥行业存在总量过剩、结构不合理的矛盾

　　　　　　（二）政策推动行业整合，生产集中度将不断提高

　　　　　　（三）优化资源配置，带动水泥行业结构调整

　　　　　　（四）水泥行业兼并重组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五）大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有望成为可能

　　　　二、竞争力分析对投资的影响 

第八章 金融危机下中国水泥建材存在的困难及主要应对策略

 　　第一节 水泥建材行业应从危机中寻找机遇



 　　第二节 水泥建材行业应对危机的策略

　　　　一、政策角度

　　　　　　1、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调整

　　　　　　2、水泥建材行业政策调整

　　　　二、上下游市场角度

　　　　三、企业角度

　　　　　　1、抓住国家产业机遇

　　　　　　2、调整产业机构、关注新能源产业

　　　　　　3、资产重组，投资新领域 

第九章 中国水泥建材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二节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三节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四节 亚泰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五节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力分析

　　　　四、企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十章 2014-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领域

　　　　二、主要项目

　　第二节 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市场风险

　　　　二、成本风险

　　　　三、贸易风险

　　第三节 行业投资建议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4、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5、实施重点客户战略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十一章 水泥建材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

 　　第一节 中国水泥建材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机会分析

　　　　二、可行性研究分析

　　第二节 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二、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投资效益分析  

　　　　三、2019年水泥建材行业投资前景预测

　　　　四、2018年水泥建材行业投资方向

　　　　　　1、西北市场继续看好

　　　　　　2、西南市场：警惕贵州、四川产能过剩

　　　　　　3、华北市场：内蒙、山西整合力度大

　　　　　　4、华南市场：台泥华润海螺三足鼎立、塔牌独享区域盛宴



　　　　　　5、华东市场：关注重组并购和限电

　　　　五、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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