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10 特别报道

科技创新促绿色发展

新建筑支撑起“美丽中国”

让
中
国
建
材
在
世
界
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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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芒

建材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建建材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建

设的基础设的基础、、作为人民改善居住作为人民改善居住

质量及生活质量的保障质量及生活质量的保障、、作为作为

国防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支国防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支

撑撑、、作为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作为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

建设及新农村建设的根基建设及新农村建设的根基，，为为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提

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始终肩始终肩

负着大国基石的重要职责负着大国基石的重要职责。。

我国建材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建材行业的快速发展

和取得的成绩和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科技支离不开科技支

撑和技术创新撑和技术创新。。以水泥行业为以水泥行业为

例例，，不仅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不仅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期的 6666 万吨万吨//年年，，提升至提升至 20202020

年的年的 2323..88亿吨亿吨//年年，，水泥成套烧水泥成套烧

成装备成装备、、大型粉磨等核心技术大型粉磨等核心技术

装备实现了完全国产化装备实现了完全国产化，，彻底彻底

解决了我国依赖进口的被动局解决了我国依赖进口的被动局

面面，，荣获多项国家科技奖项荣获多项国家科技奖项，，重重

大装备获评大装备获评““大国重器大国重器””。。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建材领域的随着建材领域的

不断拓展不断拓展，，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技术创新水平的不

断提升断提升，，建筑材料不仅走进千建筑材料不仅走进千

家万户家万户，，还走向河流山川还走向河流山川，，更走更走

向了国际舞台向了国际舞台。。中国建材行业中国建材行业

要想在全球市场大放异彩要想在全球市场大放异彩，，仅仅

凭几家企业凭几家企业、、几类产品是远远几类产品是远远

不够的不够的，，不仅需要行业大力提不仅需要行业大力提

倡产业链融合发展倡产业链融合发展、、价值链跃价值链跃

升发展升发展，，更要积极推进产业工更要积极推进产业工

业化进程业化进程，，引导产业集聚引导产业集聚。。从从

体制机制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体制机制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

发挥协同效应发挥协同效应，，引导各类创新引导各类创新

要素聚集要素聚集，，加快形成多方结合加快形成多方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技术创新体系。。

按照大建材按照大建材、、大区域大区域、、大生大生

态的集约化发展理念态的集约化发展理念，，探索围探索围

绕服务城乡建设绕服务城乡建设、、家居生活家居生活、、新新

材料应用等方面材料应用等方面，，相信在不久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的将来，，建材行业将集成建材建材行业将集成建材

及其相关产业形成立体化及其相关产业形成立体化、、协同化的产业园区和产协同化的产业园区和产

业聚集区等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业聚集区等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过去过去，，创新使中国建材从落后走向强大创新使中国建材从落后走向强大；；现在现在，，

创新使中国建材产品从市场中脱颖而出创新使中国建材产品从市场中脱颖而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

将使中国建材在世界舞台绽放光芒将使中国建材在世界舞台绽放光芒。。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

中，水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建筑材料。

2020年，中国水泥产量达到 24亿吨，

占世界水泥年总产量六成左右。

我国自主研发的 60 余种特种

水 泥 品 种 ，广 泛 应 用 于 水

电、核电、交通、石油、国

防等特殊工程领域；长

江三峡工程、大亚湾

核 电 站 、北 京 大

兴机场等国家

重 点 工 程

都 用 了

国 产

特

种水泥。党的十八大以来，水泥行业科技

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企业向装备大型化，生

产集约化、智能化、清洁化方向转变。

目前，我国日产 5千吨及以上生产线占

比超 60%，日产万吨及以上生产线有 14条，

2021 年 7 月前又将有 2 条万吨级生产线建

成投产，成为全球拥有万吨级水泥熟料生

产线最多的国家。2019年至2020年开工的

水泥重大关键项目超过 200个，总投资额约

590亿元，一批智能化水泥工厂相继呈现在

世人面前。

中国水泥行业能耗指标已属世界先进

水平。水泥熟料能耗由 2015 年的 112 千克

标准煤/吨下降到 2020 年的 108 千克标准

煤/吨。水泥行业每年可消纳 6亿吨以上工

业废渣。水泥行业发挥协同处置优势，发

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协同

处置生产线达 150余条。部分重点地区水

泥企业环保实现超低排放，水泥窑废气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指

标分别为 10 毫克/立方米、35 毫

克/立方米、100 毫克/立方米，

环保指标世界领先。目前，

世界第一套对窑尾烟气中二氧化碳进行捕

集和利用（CCSU）装置已在海螺水泥投入

商业运行，处置技术世界领先。

“十三五”期间，水泥行业整体效益逐

年提升。2015 年，水泥行业利润仅为 329.7

亿元，2020 年则达到 1833 亿元。水泥企业

也交出了亮丽成绩单。中国建材、海螺水

泥、金隅冀东水泥年熟料产能分别达到 3.9

亿吨、2.1 亿吨和 1.1 亿吨，在世界水泥企业

排名中名列第一位、第三位和第五位。中

国建材、海螺集团还进入世界500强之列。

我国水泥行业现已成功实现了由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从产品严重短

缺到产量、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的转变；从

主要生产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到国产新

型干法技术装备出口并占国际水泥工程市

场份额70%的转变；从引进消化吸收跟跑并

跑，到创新发展超越、引领的转变。通过多

年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持续投入，今天

的中国水泥行业已经走上先进制造业和环

保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产能规模、

效益贡献、能效环保、资源利用等方面处于

世界先进行列。

上图 安徽省合肥市庐

阳区大杨镇金融广场项目工

地，工人在清理玻璃幕墙上

的保护膜。

阮雪枫摄（中经视觉）

下图 巨 石 集 团 年 产

60 万吨玻璃纤维池窑生产

线上的机器人检装区。

（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

者祝君壁采写）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525日日，，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河北新发地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河北新发地（（曹妃甸曹妃甸））现代商贸物流基地项目建设工地施工现代商贸物流基地项目建设工地施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杨世尧摄摄

建筑支撑起“美丽中国”，建材行业也在时代

的进步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改革开放以

来，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等先行发展产

业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规模化发展进程，混凝土和

水泥制品、建筑用石、新型墙体材料、非金属矿等

行业规模化发展进程正在加快。2020 年，建材工

业总产值扣除价格因素，是1985年的37倍。

如今，建材产品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不再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短缺产品，中国也发展成为全球

建材领域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

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水泥产量仅

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 2.5％，改革开放初期提高到

13％，1985 年以后中国主要建材产品产量相继位

列世界第一。2010 年，中国水泥产量占世界水泥

总产量持续超过 50％。2014 年，我国水泥产量达

到 24.9亿吨的历史最高值；2020年，平板玻璃产量

达 9.5亿重量箱；多种防水、隔热保温、矿物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产品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变大。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建材行

业发展环境面临较大变化。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和基础设施体系快速完善的带动下，建材产业规

模和产业体系面临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优化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材行业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推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行业发展模式转变。2013 年以

来，建材行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 7.2％，实现平稳

较快增长；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理念持续转变，高质量

发展成效显现。

产业链价值大幅提升。2014 年，规模以上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业产业规模超过水泥制造业，成

为建材第一大产业。2018 年，建材加工制品业产

业规模首次超过基础材料产业，且比重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2020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中加工

制品业占比 52.0％，比 2012年提高 13.7个百分点；

基础材料产业占比 43.4％，比 2012年下降 9.7个百

分点。建材加工制品业与基础材料产业和采石采

矿业比例由 2012 年的 0.6 上升至 2020 年的 1.1；其

中，水泥制品产业规模达到水泥产业的 1.8 倍，技

术玻璃产业规模达到平板玻璃的 2.4倍，建材非金

属矿加工制品业规模达到采选业的 7.6 倍。下游

产业规模比重持续扩大，大幅提升了建材产业链

价值。

产业组织结构持续优化。2008 年以来，建材

行业累计淘汰水泥落后产能 15 亿吨，淘汰平板玻

璃落后产能 8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十

三五”期间，建材大企业集团重组加快，以中国建

筑材料集团和中国中材集团的“两材合并”，“京津

冀一体化”战略背景下北京金隅集团和冀东水泥

集团的战略重组等为标志，水泥等产业集中度不

断推高。随着建材行业规模化发展持续推进，技

术玻璃、建筑卫生陶瓷、玻璃纤维、轻质建材、防水

建材等行业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成

为行业发展的“领头羊”，企业组织结构更加合理，

规模化发展效应逐步显现。

随着消费质量提升和市场升级，建材产品结

构持续优化。2020 年，42.5 及以上强度等级水泥

产量比重超过 50％，汽车、电子电器等工业用平板

玻璃消费量占平板玻璃消费量比重达到 37.1％，

分别是2012年的1.8倍、2.3倍。

唱响绿色发展旋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驱动下，技

术、标准、政策等形成合力，“绿色发展”在建材全

行业形成共识，行业绿色发展

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当前，建材全行业工业固

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超过

15亿吨，能综合利用固废的建

材产业在全国广泛布局，160

余条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建

设了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

泥、危险废弃物等装备。水泥

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达到可

装生产线的 95％；平板玻璃在

产生产线基本全部配套余热

利用设施；建材工业余热余压

年利用量已超过 4 亿百万千

焦，年余热发电量超过 400 亿

千瓦时，按各年火电发电标准

煤耗计算，相当于每年为全社

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00 万

吨以上。

绿色矿山建设也初显成

效。150 多家建材企业入选

工信部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

链企业名单，722 种建材产品

获得全国三星级绿色建材评

价标识。

近年来，建材行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绿

色建材成果显著。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的科技研

发投入比重持续提升，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成果

丰硕。

我 国 建 材 企 业 自 主 研 发 的 世 界 上 最 薄

0.12mm 宽板超薄触控玻璃，满足了国家电子信息

显示领域对超薄玻璃的重大需求；8.5代液晶显示

玻璃基板，使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全球第三个掌

握TFT-LCD玻璃基板技术的国家，产业链安全进

一步增强；高性能碳纤维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打破

了国外垄断；锂电池隔膜、特种陶瓷、高端石英玻

璃、光学晶体、高性能复合材料等一批科技含量

高、性能优越的建材产品科技研发取得丰硕成果，

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空间探测、新能源等

领域。

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

跟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材行业国际贸

易结构持续优化，与国内建材产业的互补性不断

增强，建材企业国际化发展不断推进。

目前，我国建材对外贸易基本形成了进口资

源类产品为主、主要出口初级制成品、深加工制品

互有流通的模式，与国际产业链进一步融合发

展。2020 年，我国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出口金额

387.5 亿 美 元 ，比 2012 年 增 长 44.1％ ，年 均 增 长

4.7％。

伴随建材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升级，建

材深加工产品出口价值量也不断提高。2016年以

来，建材深加工制品出口额占比持续超过 23％。

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建材企业国际化

发展步伐。一批优秀的水泥、玻璃、玻璃纤维、陶

瓷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在欧美、东南亚、中亚、中

东、非洲等地区布局建厂，启动了国际化发展

之路。

近年来建材行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建材

行业技术装备投入不断加大，2020年达到 2.4万亿

元，人均技术装备投入达到 67.5万元，比 2012年增

长69.4％。

装备的持续投入带动建材企业劳动生产率的

大幅提升，2020 年建材规模以上企业人均产值达

到146.1万元，比2012年增长64.0％。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建材行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智能化、高科技产

业、国际化发展持续推进。在我国提出碳达峰、碳

中和“3060”目标后，建材作为重点排放行业，其发

展环境又面临新的重要变化。

“十四五”期间，建材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

建设的基础材料产业，仍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将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出重要贡献。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结合建材行业新时代发展特点，中国建筑

材料联合会提出了“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发展

新目标、新理念。建材行业上下将紧跟科技进步、

社会发展、人民需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不断“锻

长板”“补短板”，继续推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进实现建材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