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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丽艳 /文

水泥“全产业链”投资陷困局
本报记者 郭玉志实习生 张潇艺/文
“我们公司也正在调整发展方

向。”4月 23日，接通电话时邹建坤正
在做调研。他告诉本报记者，从今年 1
月份起，公司已经做了 3个月前期调
查工作。

邹建坤是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菱水泥”）副总经理。
在水泥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大拓展
的潮流中，三菱水泥也未能“免俗”。

邹建坤为企业向上下游拓展下
的注脚是：国家严控水泥产能过剩、
力推节能减排，此外，在“十二五”期
间，国家已明确提出将“支持水泥窑
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生产线
和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线的建
设”作为建材工业发展重点之一。

邹建坤表示，不仅三菱水泥，国
内诸多水泥企业都力图在上下游产
业有所作为，“例如混凝土以及处置
废弃物”。4月 16日，在水泥企业的一
次内部交流会上，中国混凝土与水泥
协会会长徐永模表态：目前，中国的
水泥行业处在一个高调进军水泥混
凝土产业的态势。

然而，即便是冀东水泥这样的行
业龙头企业，在全产业链拓展中也开
始碰到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混凝土业务
门槛比较低，竞争激烈，虽然水泥企
业面临全产业链投资冲动，但是诸多
企业也面临着自身诸多瓶颈困扰。

全行业“大干快上”

“向上游拓展是为了解决成本问
题，向下游拓展是为了解决利润问
题，水泥企业向全产业链发展已经箭
在弦上。”王刚告诉记者，在控制产能
过剩的背景下，水泥企业若要发展，
必然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已明确
提出将“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
活垃圾、污泥生产线和建筑废弃物综
合利用示范线的建设”作为建材工业
发展重点之一。
企业的嗅觉是敏锐的。不仅是三

菱水泥，包括全国龙头水泥企业也逐
渐意识到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等来作
为生产水泥原料，不仅可以解决成
本，同时又将企业打造成循环经济企
业。

水泥企业的全产业链投资冲动
来自行业的“内忧外患”压力。邹建坤
表示，自 2009 年以来，水泥产业就被
列为产能过剩行业，屡次被国家监管
部门“点名批评”。

与邹建坤有同样感触的还有王
刚（化名）。
“在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的压力

下，水泥行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拓
宽上下游产业链的问题。”王刚告诉
记者，目前水泥企业早已经突破了市
场区域的限制，不再局限于产能规模
和区域市场，而是全方位的市场竞
争。

王刚所在的水泥企业是一家有
着 50多年的老国企，历经市场洗礼。

在这一轮行业产能过剩调控的
背景下，王刚感觉水泥产业开始自觉
调整发展方向，主动从量的增长向质
的提高转变。
“向上游拓展是为了解决成本问

题，向下游拓展是为了解决利润问
题，水泥企业向全产业链发展已经箭
在弦上。”王刚告诉记者，在控制产能
过剩的背景下，水泥企业若要发展，
必然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吉林亚泰集团一位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亚泰集团也
已经开始向上下游拓展，例如，将触
角渗入到生产水泥的原材料煤矿，下
游则向混凝土领域拓展。

之所以水泥企业如此心急火燎
向上下游拓展，除了产能受控背景
外，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负责建材
行业的处长刘明认为，综观国际水泥
市场，行业巨头均是通过完善上下游
产业链布局，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风
险，支撑主业发展的。而在国内，水泥
企业涉足下游产业链的还不多。

中国水泥网 CEO邵俊在上述内
部交流会上表示，国外水泥混凝土发
展的经验表明，水泥企业要生存和发
展，根据自身情况向上、下游产业链
延伸是必然选择。

王刚告诉记者，正是看中水泥下
游丰富的产业链和市场前景，当前国
内大型集团水泥生产企业开始进入
商品混凝土等上下游领域，新一轮的
企业竞争已经剑拔弩张。

其实，亚泰集团并非“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业内龙头企业早已发力
混凝土领域。

据中国水泥网统计，2010年全国
水泥熟料企业前 10强中，冀东水泥、
华润水泥和华新水泥已经率先抢入
混商领域；水泥 20强企业中的金隅

集团和亚泰集团，也快速开始了从水
泥向混凝土的产业延伸。
“作为上游的原材料产业，水泥

不能引领下游市场，其发展受益于投
资也受制于投资。因此，水泥企业要
生存和发展，根据自身情况向上、下
游产业链延伸是必然选择。”徐永模
如是说。

龙头企业出师不利？

冀东水泥此次转让股权在业界
一度引起不小“震动”，因此其动向备
受瞩目。国泰君安水泥业分析师韩其
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水泥企
业进行产业链拓展应该是一个长期
趋势，但短期内肯定会有不少困难。”

众所周知，水泥行业上游受原燃
材料价格影响很大，下游又要依托混
凝土市场。当前，水泥作为整个行业
的中间产品，目前在国内企业的竞争
下，利润也越来越少。

上述亚泰集团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国家调整产能的背
景下，水泥是中间产业，通过上下游
的联合兼顾，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成为未来水泥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之一，这样既节省成本，又可以改变
目前混凝土市场混乱的局面。

然而，就在行业企业为新一轮的
利润增长点欢呼鼓舞的时候，冀东水
泥一则公告给业内泼了一盆冷水。
去年 12月 8日，冀东水泥披露，

公司与唐山冀东水泥混凝土投资公
司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司
拟将持有的唐山盾石混凝土有限公
司 100%股权、湖南盾石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 95%股权、吉林市冀东水泥
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51.02%股权及
陕西冀东水泥混凝土有限公司 95%
股权转让给混凝土投资公司进行管
理。
但是，记者 4月 25日在冀东水泥

官方网站看到，湖南盾石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依然列为“集团成员企业”，
对此，记者打通冀东水泥集团一位副
总经理手机，其以开会为由婉言拒绝
了记者的采访。

冀东水泥此次转让股权在业界
一度引起不小“震动”，因此其动向备
受瞩目。国泰君安水泥业分析师韩其
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水泥企
业进行产业链拓展应该是一个长期
趋势，但短期内肯定会有不少困难。”

虽然水泥企业意图在上下游有
所建树。但是，随着上游煤炭产业的
整合度逐渐提高，水泥企业收购煤矿
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同时，也有业内
专家提出质疑，尽管水泥企业向商品
混凝土延伸，有掌握上游资源、资本
雄厚等众多优势，但同样容易出现产
能过剩，形成卖方市场，出现恶性竞
争的情况。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前混
凝土行业小企业众多，产能过剩，市
场竞争混乱。

“做混凝土行业都是众多小企
业，为了拿到单子他们完全不按市场
规则来办事。”有水泥企业的负责人
直言不讳地指出。

上述亚泰集团负责人早已预见
到未来全产业链水泥市场的竞争，他
告诉记者，行业集中度是一个不断提
高的过程，市场稳定逐渐成熟，未来
还是需要走一个重组兼并的途径。王
刚则告诉记者，水泥企业向上下游拓
展，主要问题还在于是否“不差钱”。

产业变“绿”前途未卜

在“全产业链”投资的浪潮中，水
泥产业能否藉此变身绿色产业，还需
要经受住资金、人才、跨行业整合能
力等各种考验。

刘明表示，在水泥产业政策上，

国家也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商品混凝
土，支持水泥企业延长产业链，发展
终端产品，逐步实现水泥制品部件
化。

中国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也在
不同的场合一直呼吁：产业链的延伸
和发展是“十二五”期间的水泥行业
的发展重点，水泥企业要从单纯经营
水泥产品向经营完整的产业链转变；
全行业要从高能耗、高排放、资源消
耗型产业向最大限度消纳人类生活
和工业生产废弃物的清洁产业的转
变。

在此背景下，一直承担节能减排
重担的水泥工业一度被认为有望将
变身绿色产业。
工信部去年 11月 25日公布水泥

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时指出，
“十二五”末，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主
要目标之一便是“大城市周边的水泥
企业基本形成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
圾和城市污泥的能力，使水泥工业转
变为兼顾污染物处置的新兴环保产
业。”

邹建坤告诉记者，正是如此良好
的市场前景，公司才如此深入地开展
调研，力图尽早在这一领域有所建
树。

王刚告诉记者，国家政策已经明
确鼓励要求企业协同处置城市生活
垃圾，而行业内大的企业海螺水泥、
华新水泥、金隅集团等多家龙头企业
已对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厂污泥进行过探索和策划，
并新建了相关的处理项目。
“意见中要求水泥企业形成协同

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城市污泥的能
力，因为城市垃圾、废弃物许多是生
产水泥的原材料。”王刚告诉记者，未
来水泥企业要依靠城市而生存。

刘明指出，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
程的快速发展时期，利用水泥窑协同
处置生活垃圾将有助于化解我国的
“垃圾围城”危机。结合水泥产业的节
能减排和把水泥产业建成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的目标要求，“十二
五”规划发展纲要已经把支持水泥窑
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有毒
有害废弃物生产线建设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列入了规划纲要。

在“全产业链”投资的浪潮中，水
泥产业能否藉此变身绿色产业，还需
要经受住资金、人才、跨行业整合能
力等各种考验。

邹建坤则告诉记者，公司将城市
废弃物处理纳入公司业务，面临着新
上生产线的问题，而这背后考验着企
业资金链是否充裕，公司将在全面调
研后，结合相关政策向股东汇报后，
再决定是否新上项目。

随着上游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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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企生产许可重审：
挤出两成市场份额
全国乳制品企业生产许可重新审核刚

刚结束。数据显示，全国 1176家乳制品企
业有 426家未能通过重审，107家须停产
整改，通过重审的有 643家。

一季度以来，欧阳云涛明显感觉到企业产品销量增加了
不少。“乳制品一季度是淡季，但销售额已经达到七八千万
元。”欧阳云涛 4月 1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 4
月份的业绩还没有统计出具体的数据，但销售量有较大幅度
增长已不是悬念。

欧阳云涛是山东盛能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销售主管，这
家企业是山东省首批一次性通过审核并获得生产许可的乳制
品加工企业。

同样是山东乳企，临沂惠通乳制品有限公司到现在已经
停产了半年多。惠通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学泉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乳制品企业还在审批过程中，生产许可
证一定能审批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全国乳制品企业生产许可重新审核刚刚结束。数据显示，
全国 1176家乳制品企业有 426家未能通过重审，107 家须停
产整改，通过重审的有 643家。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向健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通过此次乳业“洗牌”，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惨遭出局，这
相应有一定的市场空白出现，将会有 20%的市场空间和近
30%的奶业资源腾出，这部分资源和市场份额将流入此次通
过审核的企业手中，为其发展壮大带来机遇。

未通过审核企业：艰难等待或无奈转型

停产半年多以来，黄学泉并没有闲着，他辗转于各个超
市之间：“虽然公司已经停产了，但以前和各家超市订立的
合同等后续工作还没有处理完，同时以前的市场还需要维
系。”

惠通公司是由新加坡外商投资成立，主导产品为纯鲜牛
奶、酸奶、乳酸菌饮品、冷饮等。原本在这家乳企工作的六七十
名职工，现在大多已经放假。“有一部分有技术的员工还在发
工资，现在停产，只发了一半。等生产许可证审批下来，这一批
人就可以马上着手生产了。”黄学泉告诉本报记者。

在乳制品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黄学泉经历
了两次乳制品行业的“大动荡”，第一次是 2008 年的三聚
氰胺事件，再就是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
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乳企重新提出生
产许可申请。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乳制品行业的利润大幅下降，再加

上原材料、人工成本都大幅上涨，产品的价格却没有上涨，进
一步摊薄了企业的利润。”黄学泉表示。

成立之初，公司先后投入约 2000万元用于厂房建设和生
产设备。“现在改做别的，那前期投入的钱就都‘打水漂’了，即
使做别的行业，也需要相关许可证，市场也不明朗。现在只能
是等待审核能早日通过，尽早发放生产许可证。”

本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审核不是“一刀切”，企业整改后还
可以提出复审。

中信建投食品行业研究员郑绮表示，此次乳业生产许可
证重审是一次针对全行业的审查，未能通过审查的企业确实
可以在认为自身整改完成后重新提出审核。不过，再次单独审
查要求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多项自检指标相对应的是巨额的设备成本投入，此次部
分未通过审核的乳企已经不再经营乳制品行业，开始转产其
他行业，天惠乳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这家公司曾花费 180多万元更新设备，但依然未通过审
核。根据国家质监总局的政策，乳饮料产品不在此次生产许可
证重新审核之列，天惠乳业于是转向生产乳饮料。“现在转型
生产乳饮料，原来的生产设备大部分能用上，算是没有造成太
大的损失。”公司内部一名管理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向健军分析，大多未通过审核的乳企转向产业链上游，成
为原奶供应商，还有部分企业转型做乳饮料市场。这部分企业
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产业升级成本而被迫退出并转型，在以
后的转型过程中，资金紧张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障碍之
一。

填补 20%市场空间：乳业巨头受益更多
盛能乳业是 3月 30之前一次性通过审核并获得生产许

可的乳制品加工企业。目前产品包括纯牛奶、酸牛奶、酸奶饮
料三大系列共 20多个品种。这家企业是由山东临沂盛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3亿元兴建的集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为
一体的大型乳品生产企业，目前有员工 500多人，与养牛户组
建了 30多个自动化挤奶站。

“公司年前就已经准备此次的审核，在原来的投产基础
上，先后又投入 200—300万元的资金用于设备更新。”欧阳云
涛告诉本报记者。

在这场“史上最严厉”的全国性乳业整顿后，欧阳云涛看
到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在重新审批之后，全省乳企大概通过
了一半，我们的市场空间肯定相应增大，去年公司的营业收入
达到 2—3亿元，今年肯定会突破这个数字。”

山东省作为奶业第三大省，此次审核中仅有 69家获得产
业准入，而通过生产许可重新审核的企业仅剩 44家，截至目
前通过率仅为 51.2%。

向健军分析，此次乳业“洗牌”，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惨遭出
局，而相应的，这将会有 20%的市场空间和近 30%的奶业资源
以及 10%左右的市场份额腾出。

但是，通过审核的企业仍然感受到了成本高涨下的压力。
各地方乳企加工企业仍然采取合作建牧场或者与牧场企业签
订供奶合同，对于上游的奶源并没有控制权。有专家指出，此
次大整顿的直接后果是，乳制品行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奶
源和市场将更多地向伊利、蒙牛、光明等大品牌企业集中，乳
企巨头从中将更多受益。

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分析，蒙牛、伊利和光明三大
乳业巨头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0%以上，通过此次审核，三大乳
业巨头市场将进一步集中。。

伊利、蒙牛、光明三大乳业巨头正利用此次机会，争相谋
求发展。蒙牛正计划增资 6.6亿元，在广东打造乳制品加工基
地；而伊利即将向惠州砸出 4.6 亿元，并计划 2011 年在奶源
建设方面的投资超过 14亿元。

向健军分析，在产品创新上，伊利率先引入新国标为其发
展标准，此次市场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将使此升级产品渠道更
加广阔；而蒙牛企业将规模化与集约化作为企业实现全球化
的要素之一，此次洗牌为蒙牛并购整合有价值企业提供了机
会；光明乳业产品集中的中高端市场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此次
洗牌为光明争夺更多中高端市场份额提供机遇。

龙头企业试图从下游混凝土产业抽身

从水泥产业
变身绿色产
业，是很多
水泥企业确
定的“十二
五”目标。向
上下游延伸
产业链成为
水泥企业的
共同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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