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泥协会文件 
中水协字【2013】49号 

关于印发《乔龙德会长在协会七届二次 

常务理事会大会上讲话》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水泥协会于 2013 年 8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二次常

务理事会。乔龙德会长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遏制

新增产能和提高运行效益”的重要讲话，协会名誉会长雷前治也

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现将乔龙德、雷前治两位领导的讲话印发

给你们，希望各会员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讲话精神，

思想统一、同心同德，采取实际行动，遏制产能过剩、遏制经济

下滑、提升行业经济效益，为促进我国水泥工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附件：1乔龙德会长在协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大会上的讲话 
2雷前治名誉会长在协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的总结发言 

                                   

中国水泥协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抄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附件：1 

当前主要任务是遏制新增产能和提高运行效益   

——在中国水泥协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中国水泥协会会长  乔龙德 

 

 

2013 年是水泥行业形势较为严峻的一年，正确把握形势和统一

认识是水泥行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前不久，中央对上半年国民经

济指标及经济运行情况予以公布，并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方针。

水泥行业对自身的发展、经济运行以及下半年工作重点等问题，也应

及时总结与部署,以便统一认识，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使今年的经

济指标和各项重点工作完成得更好。 

一、当前水泥行业的发展形势与主要问题 

1.发展要把握两个标尺 

发展的技术装备水平和市场供需状况把握程度是行业发展的两

个基本标尺。发展的衡量标准是生产力水平进步与提高程度，发展的

目的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适量过剩引起竞争是健康的,严重过剩造

成浪费是不健康的。目前所谓新的增量基本上是雷同的重复建设，只

是一种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提高，不是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传统

的、习惯的、以增量为目的的发展方式。 

在大家共同努力和监督下，产能严重过剩形势下的新增产能虽然

有所减少，但仍在不断产生。所谓“有所减少”是指：2012 年 1～6

月新投产 66 条生产线，新增产能 9194 万吨，2013 年上半年新投产

32 条生产线，新增产能 4180 万吨，同比下降 120%。所谓“还在减少”

是指：2013 年一季度新投产比去年同期下降 65%，二季度比去年同期

下降 55%，今年二季度比一季度下降了一倍。 

目前,新增产能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违规建设的，有冒

名顶替弄虚作假的，也有过去核准的项目近期开始建设的。但这些项

目的共同点都是加剧产能过剩的产物。从总体上来说，尽管单线规模

大小不一，都是相同技术的重复建设，是导致严重供过于求,加剧价

格下跌的主要因素。因此,遏制产能新增既是减少资源浪费,又是遏制

效益下滑的主要矛盾,必须靠全行业的力量加以遏制。 



2.从经营状况看，增量增收不增效 

(1)今年上半年水泥产量增加，水泥产量共计 10.96 亿吨，比去

年同期增长 9.67%，说明绝对量还是增加的。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比

去年同期增长 6.58%，但利润总额 223.63 亿元，比去年同期仅增长

0.96%，说明上半年虽然产量增长了 9.7%，销售收入增长了 6.58%，

但利润的增加却微乎其微。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利润总额增长的不

到一个百分点是在每吨水泥的煤炭成本降低 8～10 元左右的前提下

实现的。总体上半年水泥市场价格比去年每吨降低了 30元。 

(2)应收账款增加，上半年水泥行业应收款达 721 亿元，有近四

分之一的货款没有收回，相当于生产的 10 亿吨的水泥，有 2.5 亿吨

没有收回货款。因此可以说，上半年 223.63 亿元的利润有一部分还

未真正到手。 

(3)上半年水泥亏损企业达 1167 家，亏损额 65.9 亿元，亏损面

由上年的 24%增加到 30%，经济效益虽在回升但不理想。 

看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市场绝对用量是增加的，市场本身并没

萎缩，原、燃材料价格没有涨价，反而处在跌价中，利润总额为什么

与产量增加和销售收入不同步呢？亏损企业为什么增多呢？最根本

的原因是产能严重过剩造成产品跌价是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企

业自身经营管理也存在着粗放和成本控制不到位的状况。因此，遏制

新增产能和优化存量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 

3.重点工作推进不够有力 

由于受到产能过剩的影响，经营不稳，效益不佳，使水泥企业主

要精力用于应对产能严重过剩条件下的市场变化、价格波动与预防不

规则的竞争等，使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兼并重组、优化存量等水泥

行业的一些重点工作推进受到影响。 

在去年的中国水泥协会换届大会上，我讲了要抓住水泥工业发展

中的几件大事，做到一年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第一，研发第二代

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与装备要加快；第二，优化存量，有效提高资源利

用率，向上下游延长产业链，包括把产能向国外转移要有序推进；第

三，着力推进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向国际领先指标对标要有实质性的

举措；第四是继续推进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行业升级；加强

水泥协会内部的改革和管理提升；目前看除“两个二代”有专门组织

在推动有了一定进展外，但尚未影响和促进众多企业以此为目标提升

创新现有技术的自觉性。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改委新颁布的水泥单位

能耗限额国家标准将在今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新建的水泥生产线能

耗限额指标将提升 10%，目前国内有 20%～25%左右的产能达不到限定



值要求的，通过改造后达不到的要列入淘汰；2014 年 7 月 1 日起，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氮氧化物排放要低于 500 mg/Nm3，2016

年要低于 400 mg/Nm3，从今年开始新建的生产线要低于 320 mg/Nm3。

这些强制性的约束，对水泥行业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但目前我们

既没有分类对标，更没有引起各企业的高度重视。 

对于兼并重组的工作，虽然中国建材联合会与中国水泥协会正在

做方案，但由于一些政策不到位，加之今年水泥企业效益不佳，从宏

观方面缺乏规则和有效引导导致兼并重组推进迟缓。 

产业链向两头延伸，已有一部分企业已开始向骨料和商品混凝土

方面延伸，但由于商品混凝土行业进入门槛低，管理不到位，缺乏标

准等诸多问题，不仅配套政策跟不上，法规规定不健全，调控政策不

到位，出现了“乱”的现象，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受阻。 

优化存量更是今年工作的重点，虽然不少水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

已付出了诸多努力，但由于外部经济发展环境和产能严重过剩的冲击，

虽然一部分企业在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简化管理流程、制度创新、开

源节流等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与预期还有较大差距。 

向国外转移产能，虽然已经有若干大企业开始尝试，但对于中国

这样的水泥生产大国来说还远不够。虽然最近制定了化解产能过剩的 

“六个一批”的工作方案，包括含在其中的向国内转移一批，以及遏

制一批、消化一批、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但是仅是一种

设定，具体的推进与落实还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具体支撑的条件和

运作的方式都还没有落地。 

中国水泥协会本部虽然已进行了“三定”，对部门职能有了新的

调整，但对水泥行业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集中的精力和力度都不够，

显得工作零碎分散，重点不突出。总之，很多任务提出来了，但在外

部环境如经济效益欠佳的影响下，一些工作进展不快，下半年必须加

大力度。 

二、下半年的重点工作 

1.坚持两个遏制：遏制新增产能，遏制效益下滑 

第一，当前的关键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拿出能够两个遏制的靠谱

的高招，扎扎实实地做事，认识到遏制新增是共同的责任，必须共同

面对，大家都从行业整体利益出发，共同一齐努力，通过宣传，共同

劝说，该阻止的要阻止，该曝光的去曝光。多轨齐下，形成共识。对

新增产能的新建线遏制，对未投产的令其停止投产。 

第二，把精力用在优化存量，挖掘潜力，创新技术，炼内功增效

益方面。力争今年水泥行业的利润总额不低于去年的水平，亏损面要



由 30%降到 15%以内。 

第三，加强自律与协调，共同履行公约。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

本质要求。既要防止随意涨价，又要防止随意跌价低于成本。各级协

会组织敢于协调，不要被动地跟在事情后边转，要站在前沿敢于协调

发展与经营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要防止一些协会的同志只会跟着

喊，却拿不出具体举措，甚至跟着说三道四，使行业杂声增加，造成

一些企业无所适从。 

2.中国水泥协会和联合会有关部门联手与企业携手共同推进当

前的重点工作 

第一，中国水泥协会与中国建材联合会标准质量部联手，把新的

能耗和排放标准分别分解到各类企业，让大家都清楚各自的达标指标，

找出不足与差距，朝着新的标准推进节能减排。推荐与产生百名节能

减排的先进企业作为行业典型，加以宣传与推广。 

第二，中国水泥协会与中国建材联合会产业部一起，做出具体推

进兼并重组的政策和提出推进兼并重组的指导目录与推进计划，主动

牵头，使兼并重组有对象，有重点，有典型，一批一批地推进；各大

企业应在自己区域范围内提出兼并重组计划，形成目标一致，共同推

进的格局。 

第三，各水泥企业要首先与国内最先进的节能减排企业对标，与

优化内部资源存量、配置有成果的典型企业的经营指标对标，提出达

标的时间与目标，地方各级水泥协会应帮助提供对标的有关指标并进

行督促检查。 

第四，由中国水泥协会牵头，一方面进一步组织碳交易的专题研

究；一方面设立与组建对能耗及排放的评估、认证、监测等服务机构，

联手相关企业共同形成节能减排服务系统，这样既为企业提供服务，

又为协会提供创收。 

第五，继续推进产能向国外转移，帮助企业创造条件，中国水泥

协会与政府一道争取若干优惠政策，为产能转移保驾护航。 

总而言之，总体宏观的工作要抓落实，企业重点工作要抓效益。

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对问题的判断、措施的提出，形成共识，推进当

前的工作，化解当前困境，使得水泥行业在回暖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好。 

 

 

 

 

 

 



附件：2 

 

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  

——在中国水泥协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的总结发言 

     中国水泥协会名誉会长 雷前治 

 

 

一、同心同德保发展 

在中国水泥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议上，龙德同志为我们做了很好

的主题报告。对于遏制产能过剩、遏制经济下滑、提升行业经济效益

这些紧迫问题，全行业都应把思想统一到龙德同志的报告上来，统一

到如何同心同德，采取强有力措施遏制重复建设和提升效益上来。 

关于产能过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产能过剩会给行业带来怎样的

影响和后果，日本水泥工业的发展历程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日

本当年的产能只有 1.1 亿吨，其最高年产量为 1亿吨。产能达到顶点

后，在随后 20 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市场需求量下降到 4000 多万吨，

随之水泥生产线从 98 条减少到 54 条，企业数量从 20 几家缩减为 10

几家，整体状况在 20 多年时间里都没有明显进展。 

刚才的谈论中，很多地方水泥协会的领导倡议副会长单位带头遏

制新增产能，此前在今年召开的“12+3”会议上龙德同志也提出了这

个建议。当前随着战略重组的不断进行，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升，全

国的水泥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因此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水泥工

业命运的就是几十家大型企业集团。只要把发展思路和经营方略统一

到龙德同志的报告精神上来，统一行动，那么中国的水泥工业就大有

希望，未来定能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二、知法守法 建立有序市场 

中国水泥协会在七届二次理事会议上专门请协会的法律专务为

大家进行了《反垄断法》和《价格法》相关条文的介绍。这也是中国

水泥协会按照之前对国家发改委的承诺，在行业内要组织学习《反垄

断法》和《价格法》。当前形势发展表明，我们行业不能只是“埋头

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以前我们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学习确实不

足，在当前如何应对效益下滑问题上，价格就是个重要因素。在经济

下行时，如果行业准备不足，导致经济效益大幅下滑，有些企业会采



取与《反垄断法》的要求不符的行为。记得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会

见中外记者的开场白就曾提到要敬畏法律、敬重人民。对于我们每一

个公民、每一个企业来说，敬畏法律是我们最起码的道德操守。其中

《反垄断法》就是经济法领域的一项大法，我们的活动应该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在理事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国水泥行业自律和协调公约》

有助于我们全行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树立行业公约。我们绝不能

把反垄断法和谋取行业利益对立起来。按照《反垄断法》相关条文的

规定和水泥行业的现有集中度，水泥行业内并没有构成垄断，即使在

集中度最高的浙江省，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南方水泥的市场占有率也没

有达到 50%。因此可以说，水泥行业近几十年内形成寡头垄断是不可

能的。因此，对于我们行业当前最主要的矛盾还不是反垄断，而是进

一步加快战略重组的步伐，推动产业全面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大力推进结构调整 

今年 1 月，工信部联合 12 个部委，就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

并重组问题，在国务院两年前提出的相关问题基础上发布了指导意见。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也指出，要大力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坚持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中国水泥协会拟定了《加快推进水泥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方

案》，并已报送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该实施方案的细则包括兼并

重组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实施方案、政策措施、组织保障措施

等六个方面。上述细则已通过网上征求意见，获取了大量的意见反馈。 

产品结构调整也非常重要，且难度要比技术结构调整大，它涉及

对标准的调整，是“软环境”的调整。作为水泥生产企业，我们消耗

了那么多的资源和能源，应设法提高熟料强度并推动优质优价。 

中国水泥工业曾因为低标号产品占多数而不被世界所认同，今天

我们的产量已占到了世界的 60%，中国的水泥技术装备早已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各地，只是水泥价格和企业效益还不尽如人意。对于企业来

说，应不断推进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争早日成为

世界水泥工业真正的老大。（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