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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为了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

水泥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产业升级，指导我国水泥工业健康

持续发展，改变水泥工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竞争力不强

的状况，实现水泥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委制定了《

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经报请国务院批准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参照执行。附件： 《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六年十月十七日附件

：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 言一、水

泥工业基本情况（一）产量持续增长（二）布局趋于合理（

三）结构调整加快（四）规模生产扩大（五）装备水平提高

（六）效益同步增长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厂点

分散规模小，质量不稳标号低（二）工艺落后能耗高，环境

破坏污染大（三）人均产出效率低，国际比较差距大（四）

盲目扩张结构差，矿产资源浪费大三、发展环境及需求预测

（一）发展环境（二）需求预测四、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发展目标（一）指导思想（二）基本原则1、坚持资源保护和

综合利用，走循环经济道路2、坚持技术进步和保护环境，树

立科学发展观3、坚持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培育优势大集

团4、坚持合理布局和发展西部，统筹地区发展（三）发展目



标五、地区布局（一）华北地区（二）东北地区（三）华东

地区（四）中南地区（五）西南地区（六）西北地区六、保

障措施前 言水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原材料，水泥工业与经济

建设密切相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水泥仍将是人类社

会的主要建筑材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泥工业得到较快

的发展，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产量已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党

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随着我国工

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泥消费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

，水泥工业也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当前我国水泥工业还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整体发展水平粗放，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

要求，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生态和环境压力越来

越大；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落后立窑水泥比重仍比较大，

生产企业数量多，产业集中度低。我国水泥工业发展的主要

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原则，加快

结构调整。为指导水泥工业未来10-20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加强和改进投资管理，建立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完善有利

于发展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投资

盲目扩张，促进水泥工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规划。本专项

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水泥工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各部门在制定相关的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时要体现本规划

精神，各地区制定水泥工业发展规划也要遵循本规划的要求

。一、水泥工业基本情况（一）产量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建设规模扩大，我国水泥工业发展很快。1978年

全国水泥产量6524万吨，2005年水泥产量10.60亿吨，水泥年

产量净增9.95亿吨（见表1）。从1985年起我国水泥产量已连

续21年居世界第一位，目前占世界总产量的48%左右。水泥产



量的快速增长，从数量上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表1、 1978年以来我国历年水泥产

量年份 全国产量 增长量 增长率 年份 全国产量 增长量 增长率

万吨 万吨 % 万吨 万吨 %1978 6524 959 17.2 1992 30822 5561 22.0

1979 7390 866 13.3 1993 36788 5966 19.4 1980 7986 596 8.1 1994

42118 5330 14.5 1981 8290 304 3.8 1995 47561 5443 12.9 1982 9520

1230 14.8 1996 49118 1557 3.3 1983 10825 1305 13.7 1997 51174

2056 4.2 1984 12302 1477 13.6 1998 53600 2426 4.7 1985 14595 2293

18.6 1999 57300 3700 6.9 1986 16606 2011 13.8 2000 59700 2400 4.2

1987 18625 2019 12.2 2001 66104 6404 10.7 1988 21014 2389 12.8

2002 72500 6396 9.7 1989 21029 15 0.1 2003 86200 13700 18.91990

20971 -58 -0.3 2004 97000 10800 12.51991 25261 4290 20.5 2005

106000 9000 9.3（二）布局趋于合理目前，我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都建有水泥厂。从布局上看，水泥的生产和消费

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供需基本保持平衡，没有大量的调入

调出，布局已基本趋于合理。（三）结构调整加快从上世

纪70年代初开始研制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开始，在国家的

推动下，我国水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1995年新型

干法水泥2853万吨，仅占总产量的6%。2000年上升到7188万

吨，占总产量的12%。2004年上升到3.2亿吨，占总产量的33%

。到2005年底新型干法水泥产量达到4.73亿吨，新型干法水泥

占水泥总产量的比重为45%。一年间增长12个百分点。目前，

新型干法水泥发展已经形成了由政府导向、市场拉动、企业

自主发展的良好局面，对促进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将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四）规模生产扩大经过20多年发展，水泥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一批大企业集团发展壮大，对提高我国水



泥工业的竞争力，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起到了重要促

进作用。2000年，国家重点支持的十大水泥企业集团产量合

计2640万吨，仅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4.4%。到2005年底，这

一比例已提高到15%，其中安徽海螺集团产量已超过6200万吨

。（五）装备水平提高水泥行业科研创新与技术开发能力不

断提高，装备制造水平有了很大进步。目前日产2000吨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技术装备已全部国产化，日产4000吨、5000吨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日产8000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和日产10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已经投产。

工艺先进、技术成熟的大型国产化装备为我国新型干法水泥

加快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同时也为我国大型水泥技术装备

出口奠定了基础。（六）效益同步增长水泥行业实现了产量

和效益的同步增长。2005年全行业实现利润80.5亿元。按统计

口径计算，60万吨规模以上企业效益显著，占全行业的73%，

小型企业只占27%。大型新型干法水泥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

和技术经济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不具备经济规模和落后工

艺的水泥项目已普遍不被认同。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水泥工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结构性矛盾仍比

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偏低、落后生产

能力仍占相当比重、能耗大、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长期低水平发展积累的原因，也有

近两年在市场需求拉动下，一些企业不顾产业政策，低水平

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后果。（一）厂点分散规模小，质量不稳

标号低全国共有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水泥企

业5000多家，企业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平均规模

仅为22万吨，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水泥生产能力



中55%左右仍为落后的立窑和小型干法中空窑，32.5级水泥等

低端产品约占总产量的85%，42.5级及以上的约占12%，其余

为特种水泥。我国混凝土标号大部分为C20、C30，而国外多

为C50、C60。由于混凝土标号标准低，特别是立窑水泥产品

质量不稳定，给工程质量带来隐患，直接影响建筑工程的寿

命。（二）工艺落后能耗高，环境破坏污染大与新型干法水

泥相比，小立窑、湿法窑等落后工艺能耗高。由于目前采用

立窑等落后生产工艺的能力还占相当比重，造成我国水泥工

业整体能耗还比较高。表2、我国各类水泥窑平均热耗对比窑

型 新型干法窑 机立窑 湿法窑 干法中空窑吨熟料千克标准煤

115 160 208 243热耗指数 100 139 181 211水泥工业对环境影响主

要是粉尘污染，其粉尘排放量占全国工业行业粉尘排放总量

的40%左右。虽然国家对水泥行业的环保问题日益重视，水

泥生产中的粉尘排放总量逐年降低，但污染问题仍很严重。

目前多数立窑和干法中空窑企业粉尘排放浓度严重超标。（

三）人均产出效率低，国际比较差距大2005年我国水泥企业

全员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约800吨/人年，其中小型企业仅200

吨/人年，中型企业为400600吨/人年，日产2000吨以上新型干

法生产线，已提高到25004000吨/人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存在很大差距，如德国为3015吨/人年，法国为3273吨/人年，

日本已达到15000吨/人年。（四）盲目扩张结构差，矿产资源

浪费大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拉动下，新增水泥产量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国家明令禁止新建的立窑水泥，当前落后生产能

力的重复建设仍未得到完全有效的遏制。主要原因：一是闲

置立窑生产能力在市场的刺激下恢复了产能，并扩径改造提

高产量；二是相当一部分已淘汰关闭的小水泥企业又投入生



产，形成虚关实开的现象；三是在水泥市场形势较好的西部

地区，不但一些应淘汰的立窑没有关闭，而且还有新建立窑

的现象，东部地区一些水泥企业将拆除的立窑转移到西部地

区恢复生产。盲目扩张进一步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严重

影响了水泥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一些水泥企业不建矿

山，采用民采民运方式，不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开采

利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较严重。三、发展环境及需

求预测（一）发展环境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关键发展阶段，国内国际环境总体上都有利于我国加快发展

。水泥工业作为基础性原材料行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比较

高，随着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城乡居民住房水平升级，都将拉动水泥工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在国家鼓励新型干法水泥技术推广和实施装备国产化

政策的引导下，已经解决了制约新型干法水泥设备依赖进口

的问题，降低了投资成本，为大力发展新型干法水泥创造了

有利条件。（二）需求预测综合考虑国情及水泥生产和消费

现状，借鉴国际工业化国家水泥消费变化经验，在今后较长

一段时间内，水泥消费都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根据对美国

、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泥消费量的分析，当人均

累积水泥消费量达到1214吨，年人均水泥消费量为600700公斤

的时候，水泥消费量达到饱和，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开始

呈缓慢下滑的趋势。2005年我国人均水泥消费量806公斤，人

均累积消费量8.69吨。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累积消费量还比

较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泥消费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据测算，20112015年间，人均水泥累积消费量将达到14吨，

人均水泥消费量为900公斤，水泥年需求总量约为12.5亿吨。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

综合考虑水泥与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关联因素，预测2010年需

求量为12亿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和落实，考虑到

技术进步和厉行节约等因素，水泥实物消耗量将逐步减少，

预测到2020年，水泥需求量也将基本维持在13亿吨左右。四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一）指导思想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则，控制总量，以优化

地区布局和结构调整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技术进步，推动

企业联合重组，实现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满足国民经济发

展需要。（二）基本原则水泥工业的发展，要坚持以下基本

原则：1、坚持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走循环经济道路建设大

中型水泥项目必须有可靠的资源保障。禁止采用破坏资源的

开采方式，加强对民办矿山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整顿，对民采

民运方式要进行有效监督。要重视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企业利

用低品位原、燃材料以及砂岩、固体废弃物等替代粘土配料

，支持采用工业废渣做原料和混合材。推广节能粉磨、余热

发电、利用水泥窑处理工业废弃物及分类好的生活垃圾等技

术，发展循环经济。2、坚持技术进步和保护环境，树立科学

发展观水泥工业发展要坚持技术进步，广泛推广使用成熟、

可靠的先进技术装备，严格禁止低水平建设。要依法保护环

境和生态，对矿区采后要进行复垦，恢复景观地貌。对文化

、旅游、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为发展重点的大城市市区及风

景名胜区，今后一律不再建设水泥项目。现有水泥厂也要逐

渐向远郊或周边地区转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

转变增长方式，努力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和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3、坚持结构调整和淘汰落后，培

育优势大集团国家鼓励建设日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的大型新

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西部地区建设规模也应达到日产2000吨

及以上，除一些受市场容量和运输条件限制的特殊地区外，

原则上不再建设日产2000吨以下规模的水泥项目。禁止建设

任何落后工艺的水泥生产能力，对环境污染大、资源破坏严

重的小水泥厂，要依法淘汰。通过兼并重组，实行产业整合

，积极培育优势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鼓励大企业在消费市

场兼并小企业，将具备条件的小企业改建为粉磨站、中转库

或预拌混凝土等接替产业。努力提高散装水泥比例。4、坚持

合理布局和发展西部，统筹地区发展各地区要从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水泥消费水平相差较大的实际情况出发，根

据水泥产品附加值较低、保质期有限、不宜远距离运输的特

点，综合考虑资源、能源、环境容量等配套条件，合理布局

，协调发展。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水泥工业已形成较大

规模，随着土地、环保压力不断加大，应严格控制产能的扩

张，以重点改造现有企业为主，不再铺新摊子；中部地区石

灰石资源比较丰富，交通运输便利，水泥工业正处于快速发

展时期，在满足本地区水泥需求的同时也可兼顾周边地区的

需要，应依托老企业扩建日产4000吨以上生产线，尽快形成

合理的经济规模；西部地区新型干法水泥发展薄弱，应重点

支持，要以减少运输压力和满足本地区需求为原则，发展建

设日产2000吨以上的新型干法水泥，加快淘汰落后，促进西

部地区水泥工业结构升级。（三）发展目标到2010年，新型

干法水泥比例达到70%以上，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能耗

、环保和资源利用效率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20年



，基本实现水泥工业现代化，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控制在7亿吨左右；企业数量由目前5000家

减少到2000家左右，生产规模3000万吨以上的达到10家，500

万吨以上的达到40家。五、地区布局各地区水泥工业的发展

要按上述原则，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一）华北地区该区

域石灰石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和山西省，能源条件好，靠

近经济中心，是水泥工业发展和调整的重点地区；北京和天

津是重要的中心城市，环保要求高，原则上不再发展水泥，

需求由周边地区供给；内蒙古自治区应结合地域特点和经济

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生产力布局。（二）东北地区该地

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大型石灰石矿区主要分布在辽宁大

连、本溪、辽阳、凌原、朝阳以及吉林双阳、磐石、辉南等

地。考虑到目前东北地区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偏低，应结合淘

汰落后工艺、装备，加快发展大型新型干法水泥。（三）华

东地区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市场容量大

，石灰石资源丰富，大型石灰石矿区广泛分布在安徽怀宁、

枞阳、贵池、铜陵、含山、繁昌、芜湖等沿长江两岸地区以

及山东济宁、枣庄、潍坊等地区。山东、江苏、浙江、安徽

已成为我国水泥的主要产地。这些地区应在严格控制总量，

进行等量淘汰的前提下，加快结构调整，发展大型新型干法

水泥。上海是重要的中心城市，没有石灰石资源，生态和环

保要求严格，应限制发展水泥工业。（四）中南地区该地区

石灰石资源丰富，大型石灰石矿区主要分布在广西沿西江流

域及西部地区、广东英德、广州及东部地区、河南南阳、洛

阳、焦作等地区以及湖北沿长江流域。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

高，但水泥工业结构不合理，是结构调整的重点地区，鼓励



省内外大集团在广东通过兼并重组发展新型干法水泥；广西

、湖北、湖南、河南水泥工业发展条件好，可适度发展大型

熟料基地。（五）西南地区该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大型

石灰石矿区主要分布在四川中南部的峨眉山、攀枝花一带以

及重庆的涪陵、丰都、忠县等沿长江流域。目前新型干法水

泥比重仍很小，需加快结构调整，努力提高新型干法水泥比

重。（六）西北地区该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水泥消费水

平低。甘肃、陕西石灰石资源丰富，可根据市场需求，建设

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六、保障

措施颁布实施《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是政府对水泥工业

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的重要措施。产业政策包括水泥工

业发展目标、产业发展重点、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

、投资管理政策、发展保障政策等，是指导行业发展的政策

性文件。各部门、各地区、各类经济组织均要严格遵守，以

保证我国水泥工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按照投资体制改革方

案，除禁止类项目外，其他水泥类项目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

核准。各省级投资主管部门要按照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要

求，切实加强项目管理。未经核准的水泥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凡自行建设的,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要责令关闭。质检部门要

加大对无生产许可证违法生产的水泥企业的查处力度，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大对无照生产水泥的查处力度，禁止生产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和假冒伪劣的水泥，质检部门和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予以查处。环保部门要把

小水泥企业粉尘排放和治理作为各地区环境整治的重点。根

据国家制定的水泥工业环保排放标准，对企业进行动态监督

。对环保不达标的，要依法查处。建设管理部门要提高混凝



土使用标准，大力推广预拌混凝土，修订建筑工程设计规范

和标准，全面提高水泥制品、构件及混凝土的性能和质量，

逐步建立起建筑工程质量保证与监督机制，有效地提高建筑

物的寿命，从而实现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条件下，减少全

社会对水泥的实物消耗，达到有效节约石灰石等自然资源与

能源的消耗，减轻环境污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