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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细分行业和旺盛的内需
市场，一边是政府严控下的淘汰落后
产能，而受多个省市的电荒推动，水
泥价格普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水泥行业要加大从高能
耗、高排放、资源消耗型产业向循环
经济产业转变，提高环境保护水平。”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 18
个工业行业 2011年淘汰落后产能目
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地，其中水泥行
业指标为 13355万吨，比 2010年增加
了 4200万吨。

在机遇和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水
泥行业该如何发展？
“水泥、钢铁同为基础原材料，近

年来钢铁价格不断上涨，但水泥价格
变化不大。10年前水泥价格与钢材价
格比是 1：3，而今，水泥价格与钢材价
格比已达 1：10。”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总裁肖家祥说。

内需拉动

近日，记者从中国水泥协会市场
信息部公布的一组数据了解到，2011
年 1—3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25.00%。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增
长 31%（经济适用房增速 8.8%），铁路
投资同比增长 46%，公路投资同比增
长 22%，水利管理投资同比增长
13%。
“‘十二五’期间，水泥需求至少

每年增长 5%—7%。”中国水泥协会副
秘书长刘作毅依然看好水泥行业，他
认为供需格局将继续得到改善。
据了解，“十二五”规划纲要要

求，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
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
力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六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推动建材下
乡试点的通知》，已在多地启动建材
下乡试点工作，而水泥成为建材下乡
的主要品种。
此外，各地也相继增加了保障性

住房建设的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大市
场对水泥的需求。
“假设 2012—2013 年期间所有

过剩产能都被淘汰，那么我国的水泥
供应将面临短缺。因此，今明两年将
成为新产能扩张的高峰期。”刘作毅
说。

德邦证券水泥行业分析师闵雄
军认为，根据水泥生产线建设情况及
对铁、公、基及房建投资的预计，本轮
供需改善的顶点将出现在 2012年下
半年或 2013年上半年。
“2010年，在国家产业政策的作

用下，建材工业产能扩张明显放缓，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年初的 40%回
落到年末的 23%，行业产能历经三年
的高速扩张的压力得到初步缓解。现
阶段水泥产业主要是以满足内需为
主，关于水泥的供需是城市发展水平
所决定的，同时，靠现有的技术和水
平，我们也只能是用水泥，还没有找
到可替代的产品。”王钦说。
公开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建设快

速铁路网，建成“四纵四横”铁路专
线，营业里程达 4.5万公里，在今年，

铁路投资规模仍超 7000亿元。
王钦表示，“根据‘十二五’”规

划，2015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
51.5%，比 2010年提高 4个百分点，基
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以及城乡居民居
住条件改善等因素，将进一步推动建
材工业的投资扩张，对抑制产能过剩
造成较大压力。”

一位长期从事水泥行业研究的
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预计全年共有
120条生产线投产，新增产能 1.3亿
吨，2011年底总产能达 20.7亿吨。
价格被动拉升

电荒和淘汰落后产能目标的确
定对行业影响较大。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旺盛
的需求下，提前而来的“电荒”，打乱
了水泥行业的生产节奏。

近两个月来，浙江、湖南、江西、
重庆、贵州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
“淡季”缺电现象，各地相继采取限电
和让电措施，水泥企业作为高耗能企
业已面临“开三停一”、“每周停二”等
不同形式的限电。

在业内人士看来，限电限产下，
直接带来的就是水泥价格的继续攀
升。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3月，全
国水泥利润总额继续保持大幅增长，
达到 141.95亿元，超出去年同期 71
亿元，同比增长近 50%。
“本周全国主要城市水泥平均价

格 411.89 元/吨，环比上涨 0.54%。本
周中南区域江西地区水泥价格上调，
幅度 30 元/吨；西南区域重庆地区水
泥价格上调，幅度 20元/吨；东南区域
福建地区水泥价格持续上调，幅度 20
元/吨；分区域，中南区域较上周上涨
2.10%，西南区域较上周上涨 1.15%，
东南区域较上周上涨 1.37%，其他区
域水泥价格较上周持平。”日前，光大
证券非金属类建材行业分析师陈浩
武在分析报告中指出：“政府虽可能
存在限制价格上涨的动机，但完成跨

越式发展的投资建设才是其最看重
的，这两年水泥产品才是制约项。”

同时，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
来，届时限电停产会越来越严格，市
场上很多从事水泥生意的人觉得，
“电荒”会助推水泥价格的持续上涨。

杭州市水泥行业协会理事长杨
鸿明认为，水泥价格会随着“电荒”的
到来有所上升，但十分有限，不会出
现暴涨。
“因为目前浙江整个水泥行业以

及水泥企业都比较理智，协会也引导
企业在质量和市场建设上面下功夫，
再加上下半年浙江水泥市场需求的
缓和，总的来说，2011年浙江水泥市
场将趋于理性，不会出现大跌和暴涨
的情况。”杨鸿明认为。
“其实中国水泥价格依然处于低

位，严重偏离价值，无论与国外的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水泥价格相
比都比较低。拿印度与印度尼西亚来
说，2010年水泥均价分别为每吨 109
美元和 115美元，而中国的水泥均价
仅为每吨 248元人民币。”肖家祥对
本报记者说。
肖家祥还表示，“在水泥行业中，

煤电是水泥生产的主要原料成本，占
到总成本的 55%左右，现在煤、电、
运、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和短缺对水
泥企业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煤的价
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每吨上涨了 110
元；此外，华东和中南电力供应长期
趋紧，石灰石有关税费也大幅上升，
石膏和矿渣等原材料价格也在大幅
上涨，原燃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引发的
成本压力，也逼迫水泥企业不得不提
升价格。”
同时，肖家祥想通过本报对相关

部门呼吁，“希望加大国家有关政策
执行力度，支持大企业联合重组，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行业集中度；尽快
出台资金、税收等相关扶持政策，支
持水泥企业开展协同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工业废弃物等，促进节能减排
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支持大企业的经
营和发展，有效保障资源配置和电力
供应。”

变身“绿色产业”

尽管诸多不利因素困扰水泥产
业，但是从水泥产业的发展情况来
看，水泥产业变身绿色产业的趋势已
开始显现。

众所周知，水泥工业在发达国家
已经走上了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我国水泥工业在经历了近 10
年的现代化大发展与大力淘汰落后
生产方式以后，也开始走上了这条正
确的发展道路。

根据规划，2020 年，我国单位
GDP二氧化碳的减排幅度要比 2005
年下降 40豫—45豫，这对我国水泥产
业“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将产生重大
影响。

水泥产业的能源消耗、二氧化碳
排放量均占建材行业的 70豫以上，加
大水泥产业的节能减排力度，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将
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水泥产业的
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以江西为例，2011年底江西省新
型干法熟料产能将达到 4800 万吨，
新型干法水泥产能将达到 8300 万
吨，人均水泥消耗量将达到 1.86吨/
年，超过全国平均 1.38 吨/年，在上游
落后产能未完全淘汰的情况下，将呈
现阶段性过剩的局面。

数据显示，2010年江西水泥落后
产能达到了 1300 万吨，占据当年水
泥总产能近 20%，较大程度上影响了
节能减排和行业结构调整，落后产能
淘汰工作任务依然艰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丁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除了控制新的产量，淘汰落
后也是节能减排的一个有利方面，例
如，日产 4000吨水泥的生产线在能
源利用率等方面肯定是要优于中小
型。”

中外业界人士普遍形成了一个
共识，水泥工业要实现“四零一负”
———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对外界电
能的零消耗、对废物废水的零排放、
对天然化石燃料的零消耗以及对全
社会部分废物的负增长（消纳利用）
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鉴于水泥工业的固有特征，使其
在利废领域具有显著优势。
“我们加强技术管理、生产管理

和技术创新，提高熟料质量，增加粉
煤灰、煤矸石等工业废渣在水泥中的
掺加量，提高工业废弃物的利用。”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
联合水泥董事长崔星太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目前，中国联合水泥工业废弃

物平均掺加比例已达到 30%以上，有
些企业已达到 45%以上，年消纳工业
固体废弃物 1000 余万吨。加强矿山
工艺技术管理，实行矿山配采、综合
开采，实现石灰石零废弃。”

记者在走访多家水泥企业时发
现，很多水泥企业通过转变发展方
式，一直在积极推进余热发电建设，
加大企业循环经济推广力度，促进企
业节能减排。
“对于余热发电来说，只有大型

的水泥生产线才能实施，现在在行业
里也只达到 60%，余下的 40%空间其
实对节能减排来说，是很有利的。”丁
毅说。“再者，现在中国很多大型的水
泥集团和企业，都在加大对新型水泥
的研发力度，我相信，以后肯定能降
低水泥成本，真正地做到零排放和零
污染。”
“水泥生产过程中由窑头熟料冷

却机和窑尾余热器排掉的 350益以下
废气的热量约占水泥熟料烧成系统
总热耗量的 35%以上，而利用日益成
熟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可大量回收
和充分利用余热发电。”中国联合水
泥山东运营管理区总裁冯耀银对本
报记者表示。
“2007年 12月，枣庄中联水泥有

限公司对原有的两条日产 2500吨熟
料水泥生产线窑系统进行改造，建设
10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利用窑
系统纯低温余热发电。该工程于 2008
年 10月竣工投入运行，年可发电约
6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万吨，可降低水泥熟料成本 10—15
元/吨，年增加效益 2300余万元。”

冯耀银还表示，“在抓好生产经
营的同时，枣庄中联积极开展水泥工
业生态园建设，实现了生态化发展。”
“水泥余热发电发展势头良好的

主要原因是 2010年投运了 210 条新
型干法生产线，这些生产线均配套建
设余热发电，余热配套设施将于今年
投运。”中国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表
示，“从行业发展态势来看，中国水泥
余热发电市场已大大超过预期，预计
2011年全国上余热发电站的水泥生
产线 252条，总装机容量 1927兆瓦，
设计熟料产能约 3.0亿吨。”

水泥业谋变

本报记者 万斯琴/文

屡屡面临信任危机的农产品行业，却蕴藏着巨大的诚信
市场机会。

数日前，江苏镇江百亩西瓜疑受膨大剂的影响而大范围
破裂，全国多处西瓜产销重点区域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卫生危机，也预示着未来真正的绿色、安
全、健康的农产品市场的巨大商机。

在通胀背景下，众多市场分析观点都认为，全球范围内的
农产品价格还将继续高涨。根据目前主要农产品的库存已降
至超低水平的状况，高盛在唱空其他大宗商品的同时，也表示
近期惟一看好的依然是农产品。

自 2009年以来，标普全球农业指数的累计涨幅已经高达
110.07%，年化收益率 37.45%。而同期上证综指累计涨幅为
59.9%，年化收益率 22.28%。

早在 2010年底，国内农业巨头新希望集团就与北京新发
地农产品股份公司签署亿元战略合作协议，资本热情已经在
重新审视农产品产业链所蕴涵的巨大价值。

台湾看好内地

“我们的优良农产品品种有 6200多种，估计未来台湾农
产品在内地市场总额能达到百亿元之上。”CAS协会执行长沈
永铭对记者表示，今年 1月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已经对“CAS优良农产品”核发了注册证，允许其在内地正式
销售。

沈永铭所在的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Certified Agri原
cultural Standards，以下简称 CAS协会）在未来 5年时间内，将
推动台湾农产品统一认证，并以“CAS优良农产品”的质量认
证标签，逐步进入内地市场。产品除了水果等农产品之外，还
将逐步涵盖肉品、冷冻食品、水产品等 15大类食品类别。

根据农业部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台湾农产品销售到
大陆，总金额已经占到台湾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23.6%，大陆已
经成为台湾农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

台湾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般会高于国内农产品的价格，
而经过严格质量把关和认证的 CAS优良农产品，价格比非认
证的台湾农产品还要稍高一些，因而主要是依靠超市和专卖
店的销售渠道。北京作为首批销售城市，计划下一步将在家乐
福等大型超市内设立专柜，销售具有 CAS认证的台湾农产
品。

此外，CAS协会还计划与大陆超市合作开设 CAS农产品
专柜，布建长期稳定的营销渠道，让大陆消费者不仅看得到也
能买得到真正安全、优质的台湾农产品。

除了北京，上海也是首批推广 CAS优良农产品的一线城
市，“接下来，会在天津等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加大销售力
度”。

CAS协会董事长张晁祥表示，CAS是对台湾安全农产品
的认证，以“优质农业”及“安全农业”为理念，已在台湾实行了
22年。

历经 22年的推动与发展，CAS台湾优良农产品标章已成
为台湾农产品最高质量的代表标志，验证类别包括肉品、冷冻
食品、果蔬汁、食米、腌渍蔬果、即食餐食、冷藏调理食品、生鲜
截切蔬果、水产品、林产品及乳品等 15大类，范围广泛，在食
物的各个领域保障消费者的健康。CAS标章优良农产品不仅
大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价值，提升了台湾消费者的
饮食生活品质，还建立了相当的知名度及公信力，成为消费者
购买食品的重要指标之一。

与其他地方相比，台湾地区食品安全制度严明，经过 CAS
标章验证的加工产品，食品包装均要求清楚标示制造日期、保
存期限、内容成分及热量等资讯，为食品品质多加了一道保护
屏障。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也在发布会上指出，自 2010年 9
月两岸签署的 ECFA（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生效后，台湾农产
品进入内地的程序和税费都实现了简化和降低，促进了台湾
农产品来内地销售的积极性，并希望“CAS优良农产品”和内
地的农产品形成农业产业联盟。

ECFA效应
据 CAS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台湾农产品出口到内地的

金额从 1997年的 1456万美元，2006 年增长至 4.3 亿美元以
上，增长近 30倍。自 2009年起，内地市场超越美国和日本，成
为台湾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销售市场。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0年全年，大陆受惠进口台湾
地区农产品零关税优惠措施项下货物 1.2多万吨，货值 1700
万美元，关税优惠近 2000 万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了
33.9%、70.7%和 79.5%。

实际上，内地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给两岸贸易带来了巨
大发展空间。自 2010年 9月 12日，两岸签署的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 ECFA）生效后，两岸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
尤其是单批进口水果数量显著增长，显示了台湾水果业者对
大陆市场的普遍看好。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总经济师陈
萌山表示，两岸农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农产品的良性
互动，将为两岸的消费者提供更加廉价物美、新颖多样的农产
品，丰富和拓展内地消费市场。下一步，农业部将认真抓好协
议涉农部分的落实工作，促进两岸植物品种的保护交流与探
讨，推动两岸农业优势互补、合作双赢。

来自厦门检验检疫局的消息显示，ECFA 生效首月厦门
进口台湾水果数量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近 7成。据统计，自
2010年 9月 12日 ECFA生效，截至 10月 11日，厦门共进口
台湾水果 37批，约 588.94吨，金额 43.13万美元，较上年同期
分别增加 27.03%、68.58%、36.83%。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自 ECFA生效后，标志着两岸经济关
系进入了制度化合作新的发展阶段，大陆对台湾 539项货物
贸易早收清单之中，农产品共有 18项，包括活鱼、生鲜鱼、冷
藏冷冻鱼、生鲜甲鱼蛋、鲜兰花、金针菇、香蕉、柳橙、柠檬、哈
密瓜、火龙果及茶叶等。ECFA的实施，对台湾果农是重大利
好，水果销往大陆通关程序更为简化，时间、税费成本大大降
低。譬如柳橙，今年 1月 1日起，关税已从原来的 12%降低到
5%，未来还将持续降低至零关税。

沈永铭乐观地表示，“我们预计今年 7月即将在北京召开
的第二届洽商会上，买主能达到 1000户以上，保守的订单额
估计在 1亿元人民币。”

而来自民间资本的投资意向，更是先行一步。记者获悉，
一个总投资 18亿元、占地 1500亩的华东地区台湾农产品集
散中心已经在江苏靖江经济开发区签署协议并正式落地。

特约记者 张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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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业界人士普遍

形成了一个共识，水泥

工业要实现“四零一负”

———对生态环境的零污

染、对外界电能的零消

耗、对废物废水的零排

放、对天然化石燃料的

零消耗以及对全社会部

分废物的负增长（消纳

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目标。

2009年增长至 4.3亿美元以上，增
长近 30倍。自 2005年起，内地市场超
越美国和日本，成为台湾农产品的第

一大出口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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