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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础性原材料，建材业上半年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价格水平有所回升、经济

效益显著增长。但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建材业的短板还不少，产能过剩问题需要

进一步解决，产品绿色转型、新型建材升级发展的任务还很重，可喜的是，行业企业已

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各种尝试努力正在逐步实施中——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陶瓷行业，在当前的市场需求变化中，正

在不断寻求创新路径，尤其是各大产区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充分运

用“互联网+”手段，在跨界合作中，摸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升了，升了！
这是上半年我国建材工业经济运行

的最大特征。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2019 年上半年建材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显示，建材及非金属矿产品出厂价格一
季度连续下降，二季度以后开始回稳。
1 至 5 月建材及非金属矿产品平均出厂
价格同比增长 4.0%；5 月份建材及非金
属矿产品出厂价格指数 113.6，环比持
平，同比增长 3.5%，整体价格水平有所
回升。

作为基础性原材料，建材业积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半年生产运行
总体平稳、价格水平有所回升、经济效益
显著增长。

过剩产能需进一步压降

从上半年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建
材行业几大细分市场表现都不错。

1至5月水泥利润650亿元，同比增
长 32.7%，销售利润率 17.7%，水泥行业
上半年利润总额预计达到 800 亿元，比
2016年同期增幅高达738%。

土砂石开采、耐火土石开采、水泥制
品、建筑陶瓷制品、卫生陶瓷制品利润总
额同比分别增长 20.5%、39.6%、35%、
26.3%、34.5%。6月份以来，全国多地砂
石骨料价格更是持续呈上升态势。

成绩得来不易，但同钢铁、煤炭等
传统行业一样，当下产能过剩仍是困扰
建材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中国建材联合
会会长乔龙德认为，我国建材行业的工
作重点是调结构，一个是去产能，一个
是补短板。这两个问题做好了，行业稳
增长就有了支撑和希望。去产能的关键
是不再新增和淘汰落后，这既是调结构
的关键，也是经济效益增长的关键。

从细分行业看，产能过剩情况依然
存在。比如玻璃行业，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18 年以来玻璃行业产能过剩局
面并未改变。2018 年，中国平板玻璃
库存累计同比增长 39.4%；2019 年一
季度，平板玻璃累计库存同比增长
31%。玻璃库存高企局面下，厂商积极
压价去库存，导致玻璃价格持续下行。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会长张佰
恒认为，上半年行业运行情况不容乐
观，一方面是去产能、补短板、调结构
等共性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是下行
压力不断增大，需求减少、产量增加，
造成供需矛盾突出、企业库存增加，平
板玻璃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应该看到，近年来国家拿出壮士断
腕的决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助力行业
去产能、调结构。但去产能不可一蹴而
就，它将是建材业今后一段时间内始终
努力的方向。

发展新兴建材补短板

如同“木桶效应”，我国建材业要想
实现脱困发展，关键在于如何补足短板，
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补短板，一方面是要发展新兴产业，
另一方面是加大绿色建筑材料的生产和
应用。乔龙德认为，要发展新兴建材，推

进绿色建材生产与应用，发展高端产品，
使新兴建材总量和比重不断增加，真正
实现建材行业结构调整。要研究开发高
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
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等基础
材料，包括优质传统建材改变功能、性
能，成为新兴建材产品。

入围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建材集
团，就在新材料、新产品研发方面不断取
得突破。用途广泛的新材料业务已经占
集团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与水泥、国际
工程服务三分天下，中国建材集团已不
再是单一的“水泥大王”。

为更好满足行业转型升级，一批建
材企业正在持续推动产品品种结构调整
优化。在第六届中国国际砂石骨料科技
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副司
长刑涛指出，目前机制砂石已逐渐成为
我国建设用砂石的主要来源。其生产已
由简单分散的人工或半机械的作坊逐步
转变为标准化规模化工厂，行业涌现出

一大批技术先进、规模合理的优秀砂石
企业。

环保助力行业绿色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
建材业作为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兼顾高
质量和绿色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从上半年的行业发展中可以看到，
建材行业中的大企业正在交出一份不错
的答卷。中国联合水泥积极替代材料的
推广应用，由资源能源消耗型向绿色环
保产业转变，充分利用水泥产业消纳废
弃物的独特优势，处置工业固体废弃物，
协同处置工业有毒有害废弃物及城市垃
圾。截至目前，中国联合水泥已建协同
处置固体废弃物水泥生产线数量 2 条，
在建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水泥生产线5
条，年度协同处置固体废弃物能力达30
万吨。

大企业积极创新，行业协会也在发
挥号召引领作用。《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发布以来，中国建材联合会号
召水泥、玻璃、陶瓷、砂石等各产业协会
统一思想、提高站位，采取有效措施、加
快行动步伐，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实施。如今，“打赢建材和各产业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已经成为各
产业重点工作和任务。

拉坯机快速旋转，泥料在手指的按
捏下拉伸、延展，每一次接触都改变着它
的形状和结构，转眼间一件陶艺作品的
雏形初具……在近期举行的 2019 中国

（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上，不少参
观者都被陶艺制作现场体验环节吸引，
撸起衣袖亲手做起来。

“如今生活节奏这么快，我们真的
需要找到一件能让我们安静下来、沉下
心、专注做的事情，陶艺就很不错。”
从事房地产工作却偏爱手工DIY的张先
生说。长白山黑陶技艺传承人钟离子正
在耐心地教着张先生制作陶泥，他说：

“不要小看我手上的小器具，都有上千
年的历史，给陶泥上纹路，每一种有不

同寓意。”
刚刚大学毕业的陶瓷专业学生周逸

悦则被来自广西钦州的坭兴陶所吸引，
“不上釉、不添彩，坯体就能窑变出许多
色彩；茶叶存放在这样的陶罐中数年都
不会霉变……简直像神话里的器皿，传
统陶艺真是处处充满惊喜！”

在展览会上，参观者可以看到来自
江西景德镇市和吉安市、广东潮州市、山
东淄博市、江苏宜兴市、广西等各大产瓷
区的各类陶瓷作品，传统陶瓷、家居生活
瓷、现代艺术瓷、文创礼品等不一而足。
丰富的展品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我国作为
世界最大陶瓷产销国的底蕴。

我国的陶瓷行业历史悠久。早在唐

代，陶瓷即作为新兴商品进入国际市场，
远销日本、印度、波斯以及埃及，并间接
销往欧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陶瓷
业逐渐开始引进国外先进陶瓷制造技术
和设备，烧成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并逐步
用天然气替代燃煤，达到环保、减排效
果。同时，在原有的传统陶瓷制造工艺
和陶瓷文化基础上，改进、创新和完善相
关工艺技术，并在外观设计、文化创意等
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陶瓷艺术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张守智表示，本次展览很好地展现
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中国陶瓷文化
的魅力，集结了各大产区的成果和艺术
家作品，尤其在日用陶瓷设计和当代艺
术设计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当下如何将传统与创新更好地融
合，是陶瓷行业值得探讨的课题。”中央
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吕品昌说。

作为一项传统民间工艺的广西钦州
坭兴陶，正是在这方面不断思考探索。前
来参加展会的钦州坭兴陶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张传仪介绍说，坭兴陶以当地独有的
陶土泥料、不可复制的“窑变”艺术逐渐赢
得海内外人士赞誉。近年来，钦州市更是
将坭兴陶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极大地推动
了坭兴陶产业的发展，创建自治区级坭兴
陶特色小镇，鼓励坭兴陶企业创建A级景
区品牌，充分发挥坭兴陶文化创意产业园

品牌作用，扶持园区及入园企业发展，吸
引外地企业投资产业园。

与此同时，钦州市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施，鼓励企业、学校参与坭兴陶的传承
与发展，加大陶艺人才培养力度。支持
北部湾大学、北部湾职校、广西英华国际
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扩大陶艺有关专业
人才招生，解决了人才障碍，推动产业快
速发展。

今年的展会上，“互联网+”的身影处
处可见。

今年 40岁的张义民边参展边把“直
播间”也开起来了。张义民是江西景德
镇陶瓷缘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双腿残
疾的他，在展台坐着轮椅做直播，“刚有
电商直播平台时，我就意识到是个好机
会，不仅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还可以更广
泛地将产品和陶瓷文化传播出去”。在
各大电商平台，都能找到张义民的店铺，
他们的陶瓷产品通过网络销往全国甚至
走出国门，仅网上销售额一年就超过
500万元。

目前，陶瓷电商从原来的单打独斗
走向了抱团发展、合作共赢，取得了丰硕
成果，“陶瓷+电商+快递”的高速发展之
路不断拓宽，通达全国。

线下是传统安静的陶瓷世界，线上
是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线上线下碰撞
擦出新火花，也为陶瓷行业注入新动力。

融合创新夯实产业根基，“互联网+”辟出发展新路——

传统陶瓷“触电”擦出新火花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价格涨了！但建材业还需补短板
中国建材报记者 张亚楠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张惠婷报道：8月6日，国机
智骏汽车旗下纯电动汽车 SUV——GX5 整车在江西赣州
经开区新能源汽车科技城下线，同时凯马汽车赣州分公司
产品批量投产并发布新品，这对于赣州打造新能源汽车千
亿产业集群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我国机械工业和先进制造业龙头，国机集团布局
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投资 80 亿元建设年产 30 万辆新
能源汽车整车项目。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44天，并迅速
取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成为央企帮扶革命老区发展的
生动缩影。作为国机集团全资子公司，恒天集团是我国商
用车细分市场领先者，旗下凯马汽车投资15亿元在赣州新
能源汽车科技城建设年产10万辆新能源汽车和轻卡、微卡
项目，翻开了赣州商用车生产崭新一页。

致力于打造全国重要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基地的赣
州，充分利用稀土、钨等资源优势，依托永磁电机、动力电
池、智能电控等产业基础，把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来抓，高标准规划建设了35.2平方公里的新能源汽车科技
城。目前，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共签约落户项目 23个，
总投资超 800 亿元，初步形成了“整车+零部件+研发+检
测+汽车文化”的完整产业链，拥有国机智骏、凯马汽车、孚
能科技、格特拉克、生一伦等龙头企业，现有产业项目规划
年产能已达100万辆整车、32.3GWH锂动力电池、10万台
新能源汽车电机，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超千
亿元。

江西赣州

新能源车全产业链初成

日前，16座城市进入2019
年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试点范围，他们是北京、长
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福
州、厦门、济南、郑州、武汉、长
沙、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名单一出，市场纷纷看好
住房租赁市场在这 16 个城市
按下发展“快进键”。这 16 个
城市将获得哪些支持，财政支
持又将如何具体落实到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中呢？

今年2月，财政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中央
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
点的通知》，竞争性评审主要根
据申报城市新增租赁房源数
量、解决新市民租赁需求人数、
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
建设情况等指标确定。

中央财政对确定的示范城
市给予奖补资金支持，试点示范期为 3年。中央财政奖补
资金标准按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 10亿元，省会
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每年 8 亿元，地级城市每年 6 亿元。中
央财政奖补资金可用于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房源、建设住
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等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相关的
支出。

根据《通知》，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目
标是，用 3年时间，中央分批支持部分人口净流入、租赁需
求缺口大的大中城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构建有利体制机
制，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房源，促进专业化、机构化租赁企
业发展，建设住房租赁信息服务与监管平台，改善租赁住房
消费环境，加快形成租购并举格局。

对于名单中16个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租赁市场健康是房地产市场健康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租赁市场稳定了，买卖市场才能稳
定。名单中的城市租赁需求多、租金高，这些区域租赁市场
稳定了，全国租赁市场基本上就稳定了。

住房租赁市场受到政策大力支持是好事，这也使得开
发商和其他相关企业更加关注这个市场，各类资本涌入，希
望“分一杯羹”。不过市场活跃的同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
需要密切关注。

近段时间以来，长租公寓因经营不善遭遇“爆雷”事
件。这些长租公寓大多利用租金和押金沉淀进行扩张。今
年7月底，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
发布报告显示，当前，租金涨速较上年同期大为减缓。在
租金涨速不及预期的条件下，经营方式相对激进的长租公
寓经营企业将面临较大经营压力，部分长租公寓企业“爆
雷”可能性增大，由此可能带来不良的连锁反应。比如，
长租公寓经营遭遇困难，房主收不到房租，很多人就会提
出让承租人搬离出租房屋。市场人士认为，住房租赁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必须密切加以规
范引导。

国家和各相关城市在不断加大对住房租赁支持力度的
同时，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监管也必须到位。当前，一些城市
已经加大了对住房租赁领域乱象的治理力度。相信随着住
房租赁房源的增多，住房租赁行为的规范，租购并举的住房
消费格局会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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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广西钦州坭兴陶展台上，工作人员向参观

者介绍展品。 李盛丹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