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 

2017 年 1～6 月，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

投资有所回升，对水泥需求形成较好的支撑，

行业内企业利润水平显著提升；水泥行业供给

侧改革继续推进，区域自律、竞合和错峰生产

等得到较好贯彻执行，行业集中度继续提高。 

◎债市 

2016 年以来水泥行业发债规模同比下降，

仍以超短期融资券为主，中票及公司债等中长

期债券发行比例有所提高；债务期限结构有所

优化，但仍无法与资产结构相匹配。2016年前

三季度，水泥行业级别及展望调整多为下调；

2017年 1～6月，级别及展望调整以上调为主。 

◎企业 

水泥产品价格的稳定提高使得行业盈利

能力持续提升，但仍需关注前期产能大幅扩张

造成的行业产能过剩及杠杆率水平较高的问

题；可重点关注冀东水泥战略重组前后的产能

协同及盈利能力变化。 

◎展望 

预计 2017 年下半年水泥价格将保持稳步

增长，有利于行业财富创造能力的继续提升,

但短期内水泥企业产能利用率仍将处于较低

水平。另外，行业集中度的继续提高将会更好

地发挥大型水泥企业的协同效应，供给侧改革

行业信用风险展望 

稳定 

  行业波动性   

行业周期属性 强周期行业   

周期阶段 景气上行   

  行业盈利性 2017H1 2016 

营业收入增速（%） 20.19 1.20 

毛利率（%） 28.50 27.60 

净利率（%） 7.26 5.91 

  行业竞争性 2017H1 2016 

CR10（%） - 57.00 

应收账款周转（天） 60.80 62.17 

  行业负债与流动性 2017H1 2016 

资产负债率（%） 58.84 59.22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倍） 
10.92 6.94 

行业信用利差（BP）：   

AAA 87.53 117.36 

AA+ 168.48 120.15 

AA 190.74 2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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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水泥行业将保持稳 定的信用水平。 

一、行业发展 

2016年下半年以来，水泥需求低迷现象受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

开发投资回升而有所改善 

从水泥行业的下游消费需求结构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

产开发投资在总的水泥消费中占比很高，另外民间消费如产业园区厂

房及自发性新型农村建设等也是水泥下游消费的重要构成部分，现阶

段基建、房产开发及民间消费在总的水泥消费中占比约为 40%、30%

和 30%。在对产品品质要求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对

于水泥标号的要求较高，均为 42.5 及以上；而民间消费方面，虽国

家已要求水泥企业取消生产 32.5 标号水泥，但民间消费者从成本角

度考虑，更愿意选择价格较低的 32.5标号水泥。 

2016 年下半年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房产开发投资增速的

回升对水泥下游消费需求的拉动较大。2016年及 2017年上半年，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为 59.65万亿元和 28.06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8.1%和 8.6%。2016年以来，地面交通、综合地下管廊、海绵

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划密集出台，2016年及 2017年上半

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额分别为 15.20 万亿元和 7.45 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15.7%和 16.9%。房地产投资方面，受 2016年下半年房地

产市场火热的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再次持续上升；虽 2016 年 9 月

以来各地相继出台各种房地产调控政策，但 2016年及 2017年上半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分别为 10.26 万亿元和 5.06 万亿元，同比仍

分别增长 6.9%和 8.5%。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促进了

水泥需求量，持续低迷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能源和运输成本的提高加大水泥企业成本控制压力，但行业供给

侧改革的推进改善了供需关系，水泥行业向下游转嫁成本能力提高，

使得水泥产品销售价格增幅超过成本，行业盈利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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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产业成本主要包括能源、原材料、折旧、运输、人力等，考

虑到折旧、人工成本作为固定成本，整体变化不会太大；同时电力价

格受国家及发改委控制，整体变动也不是很大，因此水泥生产成本的

主要变量是煤炭价格，单吨水泥盈利主要由水泥煤炭价差决定。煤炭

作为水泥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在采用新型干法生产工艺时，占比仍

保持在40%以上。而近些年，水泥产量持续正增长，所以水泥行业盈

利上下波动也主要取决于煤炭和水泥价格差。2016年以来，政府推动

煤炭行业从供给侧发力，2016年4月以来，煤炭价格出现明显回升，

以中国煤炭价格指数为例，2016年12月30日，价格指数为160.00，较

2016年4月增长28.10%。此外，2016年8月，交通部及公安部联合发布

《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加大了公

路超载超限的整治力度，各种车型载重上限均有一定的下调，使得水

泥企业的原材料、能源运输及水泥产品运输成本有所增长。能源和运

输成本的提高加大水泥企业成本控制压力。 

2016年以来，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进，2016年5月18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6】34号)，明确提出在限制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

能的基础上，将推进错峰生产列入水泥行业压减过剩产能的政策中，

将停止生产32.5等级复合硅酸盐水泥，重点生产42.5及以上等级产品

列入到加快转型升级之中。在行业政策的推动下，各地方政府、行业

协会和大企业加大了水泥错峰生产的力度，扩大了水泥错峰生产的范

围，内蒙古、山西、重庆、山东、浙江等省份都已下发水泥夏季错峰

生产计划相关文件，水泥错峰生产由北方地区延伸至南方各省，错峰

生产的覆盖面更广。错峰生产的扩大执行有效缓解了过剩产能，平衡

了市场供求关系。 

随着供给侧推进，行业去产能加速，行业整体供需关系有所改善，

水泥行业向下游转嫁成本能力提高。2016年下半年以来，水泥产品平

均售价持续稳定提升，第四季度表现出较大幅的提升，2016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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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售价为322.10元/吨，同比增长38.54%。

2017年以来，水泥产品平均售价保持稳定增长，2017年8月20日，普

通硅酸盐水泥P.O42.5售价为338.20元/吨，较年初增长5.00%。水泥

产品销售价格的增幅超过成本增幅，使得水泥行业盈利得力得到提升，

2017年1～6月，水泥行业利润达到334亿元，同比增长248%，行业利

润率达到7.26%，已经高于工业平均利润率6%左右的水平；同期全国

水泥产量11.1亿吨，同比增长0.4%，水泥产量的逐步稳定表明水泥需

求已进入高位平台期。 

现阶段水泥行业产能过剩情况依然严峻，但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有

利于大型水泥企业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全行业的产能及价格的

控制力度将会加大，有利于行业财富创造能力的提升 

随着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去产能化逐步加深，2017 年

上半年水泥行业通过持续的错峰生产和加强环保管制等措施对供需

关系进行了改善，水泥库存水平大幅低于 2016 年上半年，行业整体

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但由于前期产能的无序扩张导致整体产能规模

仍较大，截至 2017 年 6 月末，全国水泥企业共计 3,465 家，熟料总

产能 20.20 亿吨，水泥产能 38.30 亿吨，2017 年上半年我国水泥熟

料产能利用率为 66%，同比略有上升，但产能过剩情况依然严峻，与

80%的合理值仍然存在一定距离。2017年 6月中国水泥协会发布《水

泥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称，至 2020 年要压减 20%水泥熟料产

能（4 亿吨），水泥熟料产能利用率超过 80%，水泥行业整体去产能

压力仍然很大。 

实施供给侧改革以来，水泥行业通过禁止新增产能、实行错峰生

产、去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及优化产品结构等措施对供给侧改革进

行落实。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相应的措施却因行业内企业较多不

易于管理，而未执行到位。例如，在冬季错峰生产期间，一些水泥企

业为周转资金，提前以较低的价格锁定未来且先行开票，待恢复生产

之后会使得区域内水泥价格持续走低；去产能、提效益方面，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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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区域，由于形成不了协调效应，水泥企业自律意识

较弱，低价竞争、非理性增加产能等行径屡见不鲜；又如优化产品结

构方面，为提高去产能及完善行业竞争格局，国家要求 2015年 12月

1日起取消标号 32.5复合硅酸盐水泥，但目前标号 32.5复合硅酸盐

水泥在市场份额中占比仍超过 50%。 

对于水泥市场的调控，在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调整的同时，

具有较高的区域市场集中度的大型水泥企业也承担着对市场进行调

节的责任。大型水泥企业在并购重组后按照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淘汰落

后产能，可达到去产能及提高市场定价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行

业的集中度，可以充分发挥区域协同效应，实行错峰生产、取消低标

号水泥、禁止新增产能等措施，保证市场供求关系，进而稳定市场价

格。 

表 1  我国水泥市场竞争格局 

区域 主要省市 区域竞争态势 主要企业 

华北 
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 
京津冀区域行业集中度较高，市场环境较好 

冀东水泥、金隅股份、蒙西水

泥 

东北 
辽宁、吉林、黑龙

江 

下游需求疲软、价格逐步走低，缩小与全国

的价差 

北方水泥、亚泰集团、冀东水

泥、山水水泥 

华东 

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

山东 

市场相对成熟、产能淘汰开始较早，区域供

给较稳定 

海螺水泥、南方水泥、中联水

泥、山水水泥、红狮水泥、万

年青水泥、福建水泥 

中南 
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 

广东下游需求旺盛，需从外地调入部分水泥；

广西产能较大且较为分散，市场竞争激烈；

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水泥产能大，但相对

集中；海南产能较小，市场相对独立 

海螺水泥、南方水泥、华润水

泥、天瑞集团、华新水泥、台

湾水泥、红狮控股、同力水泥、

中材水泥、塔牌集团 

西南 
四川、云南、贵州、

西藏、重庆 

前期产能集中释放，市场竞争激烈，随着西

南水泥整合，市场集中度提升 

西南水泥、海螺水泥、峨胜水

泥、四川双马、台湾水泥 

西北 
陕西、甘肃、宁夏、

青海、新疆 

新增产能大量投产，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

市场竞争加剧 

海螺水泥、冀东水泥、天山股

份、青松建化、宁夏建材、祁

连山水泥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目前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主要靠政府推动，如“两材合并”、金隅

股份并购冀东集团，今后还会有央企与地方国企的整合，这都涉及到

跨地区的资本整合，难度较大。但在已重组的案例中，中国建材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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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集团“两材合并”之后，重组后的中国建材集团通过“四大优化”

和“六大整合”，拥有 26 家研究院所，3.8 万名科技工作者、9,000

项专利，在 102 家中央企业中排名第 18 位，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

力,整体竞争力大幅提升。金隅股份并购冀东集团之后，水泥产能规

模达到 17,346万吨/年，仅次于中国建材集团及海螺水泥，位于国内

第三，熟料产能达到 10,844 万吨/年，熟料生产线达到 85 条；较强

规模效应使得金隅股份水泥产品在北京及华北地区有很强的区域优

势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水泥销量分别占北京和华北市场总量的 66%

和 59%，其中高标号水泥市场份额占 70%左右，与冀东集团的战略重

组使得金隅股份的熟料和水泥产能及产销量均得到较大提升。综合来

看，大型水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将可维护水泥行业的健康发

展，对全行业的产能及价格的控制力度将会加大，有利于行业财富创

造能力的提升。 

二、债市表现 

（一）融资情况 

2016年以来水泥行业发债规模同比下降，仍以超短期融资券为

主，中票及公司债等中长期债券发行比例有所提高；债务期限结构有

所优化，但仍无法与资产结构相匹配 

从发债情况来看，2015～2016 年及 2017 年 1～6 月，水泥行业

发债数量和发债规模持续降低。2016年，建材行业发债数量为 74支，

同比减少 35支，发债规模为 1,119.50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33.44%。

2017年上半年，水泥行业发债数量及规模仍继续下降，分别为 24支

和 255.00 亿元。水泥企业发债规模降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方

面是去产能背景下行业禁止新增产能而使得资金需求量降低，另一方

面是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提高使得一些水泥企业放弃发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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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年以来水泥行业发债情况（单位：亿元、支）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6 月 

水泥业发债规模 1,682.00 1.119.50 255.00 

水泥行业发债数量 109 74 24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债券品种来看，2015～2016 年及 2017 年 1～6 月，水泥行业

债券融资期限仍以超短期融资券为主，2016 年公司债券及中期票据

的发行规模在总发债规模中的占比有所提升，整体债务期限结构有所

优化，但与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非流动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仍不

相匹配。 

表 3  2015 年以来水泥行业发债品种结构（单位：亿元、%）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6 月 

债券种类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超短期融资券 1,205.00 71.61 635.00 56.72 198.00 77.65 

中期票据 191.00 11.36 211.00 18.85 11.00 4.31 

公司债 39.00 2.29 154.50 13.80 22.00 8.63 

其他 248.00 14.74 119.00 10.63 24.00 9.41 

合计 1,682.00 100.00 1,119.50 100.00 255.00 100.0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发债主体级别来看，2015～2016 年，水泥行业发债主体级别

除一期 2.00亿元私募债及违约企业存续债券意外，均处于 AA及以上。

2017年上半年，发债主体级别均在 AA以上，其中 AAA级别在发债总

量中占比达到 66.27%，AA+为 26.27%，发债主体逐年向高级别集中，

且企业类型主要为大型央企以及地方国有大型建材企业。 

 

 

 

 

 

 



                                                    行业展望 

 

 8 / 14 
 

 

 

 

 

 

 

 
图 1  2015 年及 2016年水泥行业发债级别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就水泥行业的存续债券情况来看，由于超短融的发行量较大，因

此债券期限主要是以一年内为主；另外 2016年以来发行难度的加大，

使得发债主体主要为央企及地方国企。 

按照各评级机构所拥有建材存续企业来划分，AA+至 AAA 建材企

业，主要集中在大公、中诚信及联合，主要为大型央企以及地方性国

有企业；AA-至 AA建材企业则主要集中在中诚信、联合、鹏元及新世

纪，主要为央企子公司、地方性国企及民营企业。水泥行业几无 AA-

以下发债企业。 

整体来看，2016 年以来，水泥行业债券发行规模降幅较大，仍

以超短融资券为主，期限结构有所优化但与资产结构不相匹配，流动

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较弱，仍有待进一步改善；行业内发债企

业级别主要集中在 AA 以上，且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在债券市

场发行难度较高，国家货币政策及银行信贷政策对其持续经营会产生

较大影响。 

（二）级别变动 

2016年下半年以来，水泥行业级别调整有所放缓，随着水泥价格

的持续提高，水泥企业财富创造能力有所提升，整体信用风险较为稳

定 

2015年至 2016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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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影响，使得水泥行业在需求端持续低迷，产品

销售价格持续较大幅降低；2016 年前三季度，行业内企业信用级别

及展望的调整多为下调，由于行业周期性因素影响范围居多，因此主

要以展望的调整为主，如天山水泥、亚泰集团等评级展望均由稳定调

整为负面，冀东集团主体级别被下调，主要基于其盈利能力继续降低

以及未来的交易事项可能会使其失去对冀东水泥的控制地位。从整体

的调整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从调整的方向来看，下调走势明显；

根据调整的时间，展望的下调主要集中在 6、7 月份，此时段恰是跟

踪期，所用财务报表为 2015 年及 2016 年一季度数据，2015 年的行

业颓势及 2016 年一季度错峰停产及开工量较少，使得整体财务数据

大幅下滑，各评级机构对建材企业整体信用能力的趋势持消极态度，

导致展望下调较多；级别调整方面，仅山水水泥和冀东集团下调了级

别。2016 年前三季度，有两家企业上调级别，一家为尧柏水泥，主

营特种水泥，走产品差异化路线；另一家为央企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其本身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同时

股东背景使得其混凝土施工项目承接较为稳定。 

表 4  2016 年以来水泥行业发债企业的主体级别及展望调整情况 

公司名称 评级机构 
调整前 调整后 级别调整

时间 级别 展望 级别 展望 

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CC - C - 2016/01/05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资信 AA+ 稳定 AA+  负面 2016/01/08 

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 负面 AA  稳定 2016/01/11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 稳定 AA  正面 2016/06/02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证评 AA 观察 AA  负面 2016/06/08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 稳定 AA  负面 2016/06/24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鹏元 AA+ 负面 AA  负面 2016/06/27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资信 AA+ 负面 AA  观察 2016/07/08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AA 稳定 AA  负面 2016/07/15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  稳定 AA  负面 2016/07/27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 AA+ 稳定 AAA  稳定 2017/04/27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大公 AA+ 负面 AA+  稳定 2017/05/19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证评 AA 负面 AA-  观察 2017/06/05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资信 AA 观察 AA  稳定 2017/07/03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诚信国际 AA 负面 AA  稳定 2017/07/28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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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政府加

大对水泥错峰生产的管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

能过剩的矛盾；此外，大型企业的整合进一步提升了行业集中度，水

泥企业经营由“低价走量”转向“提价求效益”，下游需求的复苏同

时推动了水泥价格逐步回升，水泥企业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有所好转，

2016年全年财务指标较 2015年有较大提升。在此背景下，水泥企业

财富创造能力及偿债能力得到提升，信用风险有所改善，行业内发债

企业主体级别及展望主要以上调为主，级别调整方面，金隅股份随着

对冀东集团战略重组的完成，各业务板块纵向一体化产业链规模优势

及协同效应持续增强，水泥与混凝土业务经营规模得到扩大，行业地

位及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展望调整方面，冀东水泥及亚泰集团在

2017 年跟踪期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冀东集团由观察调整为

稳定。 

（三）行业利差 

2017年上半年，水泥行业信用利差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与

其他行业对比，水泥行业的融资成本处于适中水平 

2017年 1～6月，水泥行业信用利差出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中

第二季度波动幅度要大于第一季度。水泥行业各信用等级发债企业利

差在 2017 年第一季度相对较为稳定，AAA 级发债企业利差由 1 月 3

日的 99.49BP波动下降至 3月 31日的 97.37BP，AA+级发债企业利差

由 1 月 3 日的 122.75BP 波动下降至 3 月 31 日的 102.18BP，AA 级发

债企业利差由 1月 3日的 205.57BP波动下降至 3月 31日的 193.59BP。 

进入到 2017 年第二季度之后，水泥行业发债企业利差出现较大

波动。AAA级发债企业利差在 4月 25日上升至上半年最高点 128.46BP，

而后在 6月 30日降低至上半年最低点 87.53BP；AA+级发债企业利差

在 4月份起波动走高，直至 5月 27日达到 221.19BP的最高点，而后

在 6月 30日跌至 168.48BP，上半年最低点出现在 2月 3日的 89.80BP，

AA+企业利差波动较大的原因可能基于利差较小的金隅股份于 2017



                                                    行业展望 

 

 11 / 14 
 

年 4月 27日级别调整为 AAA；AA级发债企业利差在 4月 12日跌至上

半年最低点 160.05BP，而后较大幅波动增长，于 5月 27日达到最高

点 233.90BP，于 6月 30日收至 190.74BP。 

 

 

 

 

 

 

 

 

 
图 4  2017年 1～6月水泥行业利差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2017年 1～6月，水泥行业平均信用利差为 115.80BP，低于纺织、

钢铁及煤炭行业，但高于房地产、医药及船舶制造等行业，反映出水

泥行业的融资成本及投资者认可度处于适中水平。 

 

 

 

 

 

 

 
图 5  2017年 1～6月平均信用利差分行业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三、关注企业 

2017年上半年，水泥产品销售价格稳步提升，水泥企业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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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行业整体信用风险水平较为稳定，但由于前期产能大幅扩

张造成了行业产能过剩及杠杆率水平较高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冀东水泥（000401.SZ）在战略重组前后的产能协同及盈利能力变化

较大，因此选取其作为样本企业进行分析。 

冀东水泥为华北地区大型水泥企业，在全国多个低于均有产业布

局，产能规模较大，但产能过剩严重，利用率较低；行业竞争加剧及

低价竞争策略使得冀东水泥持续亏损 

冀东水泥是唐山国资委直属的华北地区大型水泥企业，国家重点

扶持建设的大型水泥制造企业之一，水泥产能位于国内前列，分布于

京津唐、陕西、山西、内蒙古、吉林、渝川、辽宁等区域，具有较强

的规模优势。 

但冀东水泥产品所集中销售的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行业竞争比

较激烈，产能过剩愈加严重，利用率较低；2014～2016上半年，冀东

水泥所在销售区域水泥价格持续走低。同时，为了加快消化水泥库存

及回笼资金，冀东水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低价竞争策略，产销量虽得

到了提升，但盈利能力持续降低。另外，前期大量的水泥产业投资加

大了融资成本、人工成本及折旧费用，使得冀东水泥期间费用持续处

于高位。上述因素致使冀东水泥在2014年至重组前持续亏损。 

战略重组后，2017年上半年冀东水泥产能协同效应提升，产品销

售价格增幅较大，营业收入有所增长，期间费用压力仍较大，虽未能

实现扭亏，但亏损幅度大幅降低 

受房产限购政策趋严，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增速放缓影响，2017

年上半年，冀东水泥主要销售区域华北地区需求放缓，水泥及熟料销

量出现降低。2017年上半年，冀东水泥销售水泥熟料2,652万吨，较

去年同期降低19.41%；但同期冀东水泥实现营业收入654,379.99万元，

同比提高24.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074.23万元，

同比大幅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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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6年 1～6月及 2017年 1～6月冀东水泥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亿元、%） 

指标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5.44 52.59 

毛利率 28.70 13.80 

利润总额 -0.55 -11.48 

EBIADA 15.21 6.91 

净利率 -1.44 -19.54 

资产负债率 73.23 74.9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冀东水泥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及净利润的减亏，主要是受益于

2017年以来水泥价格的稳定提升及成本的控制。冀东水泥控股股东冀

东集团与金隅股份完成股权重组后，使得冀东水泥所处核心区域水泥

集中度得到提高，市场秩序逐渐好转，叠加区域错峰生产的贯彻执行，

区域竞争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供需关系愈加平衡；在此情况下，冀

东水泥在区域的定价权得以提升，水泥产品的价格在2017年上半年稳

步增长。 

战略重组使得华北区域水泥市场协同效应及冀东水泥盈利能力

得到提升，预计全年可实现扭亏并能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 

冀东水泥控股股东冀东集团与金隅股份的战略重组，推动了华北

区域的水泥市场资源整合，区域市场的集中度大幅提高；同时区域市

场协同效应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避免了低价竞争下的双输局面，受益

于水泥产品价格的稳步提升，冀东水泥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展望2017年下半年，区域需求方面，新设立的雄安新区现有的开

发程度较低，未来将会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冀东水泥作为华

北地区的大型水泥企业之一，在雄安新区周边均有产业布局，水泥销

售半径的限制及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进，将为冀东水泥未

来业务的发展提供一定增长空间。供给方面，冀东水泥与金隅股份战

略重组后的行业协同效应将逐步释放，筹划中的金隅股份水泥资产注

入冀东水泥事项若能顺利完成将可进一步优化冀东水泥的区域产业

布局，因此预计冀东水泥全年可实现扭亏并能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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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半年展望 

综合来看，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2017 年

下半年，水泥行业去产能化将更加深入，需求端方面，供给侧改革继

续促进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的去库存，但随着国内部分城市调

控政策的实施，以一二线城市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将

会放缓，对水泥消费的需求亦会有所减弱。供给侧方面，供需关系的

持续改善将会提高水泥企业的价格传导能力；同时水泥行业集中度的

提高将能够提高大型水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对全行业的产能及价格

的控制力度将会加大。多项叠加，2017 年下半年水泥价格将保持稳

步增长，有利于行业财富创造能力的继续提升。但短期内水泥企业产

能利用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受益于行业内的并购重组进程加快，预计 2017 年下半年行业整

体集中度将能够继续提高，无序行业竞争可以得到改善，但能源及运

输成本的增长将仍会给水泥企业成本控制带来一定压力。随着国内部

分城市调控政策的实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将会放缓,但向

下游绿色建材产业延伸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可持续拉动对水泥

的需求。综合来看，供给侧改革之下水泥行业去产能化不可逆，行业

集中度的提高将会更好地发挥大型水泥企业的协同效应，供给侧改革

背景下水泥行业将保持稳定的信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