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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建材工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2020 年，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国内市场需求结构调整，

特别是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建材行业经济运行产生

重大冲击和影响，一季度建材行业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出现大

幅下降。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下，建材行

业攻坚克难、积极应对，实现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统筹

推进，从二季度开始行业经济运行形势稳定恢复，到三季度

末建材全行业基本摆脱疫情影响，全年运行恢复稳定，主要

生产经营指标实现增长。

一、2020 年建材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1.建材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实现增长。

2020 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实现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5.1 万亿元
1
，同比增长 0.8％，增速同比回落 10.7 个百分点；

实现利润总额 4572.2 亿元，同比增长 4.2％，增速同比回落

9.3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建材行业销售利润率达到 9.0％，

同比增加 0.3 个百分点。虽然全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

均为 2016 年以来最低，但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实现双增长，

疫情影响对全行业经济运行的冲击得到较好应对（图 1）。

1 本报告中所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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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2020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增长速度

2020 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总体呈现

“前低后高”的运行特征。疫情影响下，一季度规上建材行

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 17.1％、31.4％，随着

企业复工复产及经济恢复的不断加快，建材行业经济运行二

季度开始恢复，降幅缩至 10％以内，上半年同比仅分别下降

4.2％、5.8％。从下半年开始，规模以上建材行业主要经济

效益指标恢复明显，规模以上建材行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分别在 11 月份、9 月份止跌回升，实现增长（图 2）。经过

努力，全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长率实现持平，实现利润总额增长率高于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0.1 个百分点。

在建材各行业中，营业收入增长前五的行业分别为平板

玻璃工业、矿物纤维及制品工业、粘土和砂石开采工业、隔

热保温材料工业和防水建筑材料工业，下降幅度较大的行业

是纤维增强塑料工业、砖瓦和建筑砌块工业。利润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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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的行业分别为轻质建筑材料工业、矿物纤维及制品工业、

平板玻璃工业、技术玻璃工业、粘土和砂石开采工业，下降

幅度较大的行业是砖瓦和建筑砌块工业。

图 2 2020年规模以上建材行业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增长速度

在建材主要行业中，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的建材子行业有平板玻璃工业、矿物纤维及制品工业、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防水建筑材料工业、隔热保温材料

工业和建筑技术玻璃工业；利润总额增长率超过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的建材子行业有平板玻璃工业、矿物纤维及制品工业、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防水建筑材料工业、隔热保温材料

工业、技术玻璃工业、粘土和砂石开采工业。

2.建材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增长。

在建材行业重点监测的建材产品中，水泥排水管、水泥

电杆、钢化玻璃、中空玻璃、玻璃纤维布、卫生陶瓷、砖、

瓦、大理石板材、花岗岩板材、石膏板等 11 种产品产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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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增长，除玻璃纤维纱、建筑

用石、萤石等产品产量增长超过 10％以外，其他产品产量增

长均在 10％以内。由于 2019 年建材产品生产情况较好叠加

2020 年疫情原因，建材绝大多数产品产量增长率比 2019 年

同期下降，部分产品下降幅度较大，全年仅有 5 种产品增长

率比 2019 年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全国水泥产量 24.0 亿吨，

增长 2.5％，增幅比上年下降 2.4 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

局月报统计数据，2020 年规模以上平板玻璃产量 9.5 亿重量

箱，同比增长 1.3％，钢化玻璃产量 5.3 亿平方米，同比下

降 1.8％，中空玻璃产量 1.5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0.8％，

夹层玻璃产量 1.1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3.5％。其他主要产

品中商品混凝土、陶瓷砖、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产量同

比增长，大理石和花岗石板材产量同比下降。

3.全年建材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受市场供大于求关系影响，2020 年初开始建材及非金属

矿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落，至四季度有所企稳。从 4 月

份开始建材月平均出厂价格持续低于上年同月平均出厂价

格，全年累计平均出厂价格指数从 10 月份进入同比下降区

间。12 月份，我国建材及非金属矿工业出厂价格指数 114.2，

比年初下降 1.7 个点，环比上涨 0.6％，同比下降 1.8％，

全年平均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3％（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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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年规模以上建材及非金属矿行业出厂价格指数

图 4 2015～2020年建材及非金属矿出厂价格指数

分行业看，12 月份水泥工业出厂价格指数 112.5，比上

年同月下降8.7％，全年平均出厂价格95.6，同比下降4.4％，

由于水泥供需和年初疫情原因，水泥工业主要产品价格指数

年初以来进入下降区间，至年底有平稳回升的趋势，全年平

均出厂价格为 2016 年以来最低。2020 年全国平板玻璃出厂

价格指数 102.9，比上年上涨 10.0％。受疫情影响，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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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个月平板玻璃出厂价格连续下降，平板玻璃价格指数一

度低至 75.9，6 月份止跌回升，上半年累计跌幅达到 16.1％。

下半年在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平板玻璃出厂价

格持续上涨，9 月突破 100，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四季度

价格上涨明显加快，年末出厂价格指数 123.7，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需要说明的是，平板玻璃出厂价格大幅上涨，除市

场等因素外，平板玻璃产品结构的优化，如光伏玻璃、汽车

玻璃原片等价值量提升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其他行业中，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防水建筑材料、轻质建筑材料、隔热保温

材料、粘土和砂石开采、建筑用石开采、技术玻璃等行业全

年平均出厂价格实现增长，建材其他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

4.建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恢复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非金属矿采选业固定资产

投资从 6 月份开始恢复增长，全年增长 6.2%，比 2019 年下

图 5 2019～2020年限额以上非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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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累计同比增长速度

降 24.7 个百分点；非金属矿制品业固定资产投资从 3 月份

降幅持续收窄，全年下降 3.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1.2 个

百分点,比 2019 年下降 9.8 个百分点。受市场需求减弱等因

素影响，2016、2017 年建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微弱增长，

2018 年以后受环保投入加大、产业发展转型、绿色矿山建设

等因素影响，建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但 2020 年

受疫情影响出现明显回落（图 5）。从建材各行业监测情况看，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墙体材料、建筑用石等行业的规模化发

展以及环保投入、绿色矿山建设仍然是建材行业投资的主要

驱动力。

5.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出口金额增长，进口金额下降。

2020 年，我国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出口2金额 387.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1％（图 6、图 7），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

平均离岸价格同比下降 11.3％，是出口金额增长相对较低的

主要因素。建材及非金属矿制品主要出口商品中，防水建筑

材料、

粘土砂石类商品量价齐增，水泥制品商品出口数量增长，离

岸价格出现下降，而砖瓦及建筑砌块、石灰石、石膏采选和

制品、建筑用石类商品出口数量下降，离岸价格上升，水泥

和水泥熟料、轻质建筑材料、建筑技术玻璃、矿物纤维和复

2 本报告中所用进出口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海关总署全国海关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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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建筑卫生陶瓷等商品出口量价均降。其中，2020 年

图 6 2015-2019年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出口及进口金额增长率

我国对美出口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金额 36.0 亿美元，同比

下降 5.0％，对美出口金额占出口总额比重为 9.3％，比上

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出口欧盟成员国和金砖成员国累计金

额比 2019 年分别下降 14.7％和 4.6％。

2020 年，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进口金额 211.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9.2％（图 7）。其中，防水建筑材料、粘土和砂石、

建筑用石、建筑卫生陶瓷进口数量同比有所下降，水泥制品、

建筑卫生陶瓷、其他非金属采选和制品产品进口价格同比下

降幅度明显，而水泥和水泥熟料、石灰石、石膏采选和制品

进口增长大幅上涨，特别是水泥熟料进口增长尤为明显。

在水泥价格及市场需求驱动下，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各

国主要出口目的国，水泥熟料已经连续三年进口大幅增长。

2020 年我国进口水泥熟料总量为 3337 万吨，同比增长 47％，

增长迅猛，水泥熟料进口来源国主要为越南、印尼、泰国和



9

日本。2020 年越南向中国的进口熟料 1980 万吨，占熟料总

进口量的 59％，其次是印尼、泰国和日本分别占总进口量的

10％、9.9％和 8.2％。

2020 年，我国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进出口差额为 176 亿

美元，由于国际疫情和汇率变动影响，今年进口建材商品价

格低于去年水平，是进口金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出口价格

图 7 2015-2020年建材及非金属矿商品出口及进口金额

下降速度小于进口价格下降速度，则保证了年度出口的稳定

增长。

二、建材行业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

1.建材产品市场结构多元化特征日益显现。

当前建材行业产业体系，主要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而发展形成，投资长期以来都是建材行业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以及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融合发展，建材市场呈现明显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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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投资市场比重从 20 世纪末的 85％左右降至 2020 年

的 60％，在下游需求升级、行业技术进步以及产业融合发展

共同作用下，建材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建材产品结构呈现多

元化特征，并逐渐成为航空航天、国防科工、电子信息、新

能源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在国民经济的更多领域发挥着重

要作用。

2.建材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

落，建材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国民经济结

构调整加快建材产业结构转变，在终端消费逐步升级以及产

业发展规律共同作用下，建材产业链持续调整，下游加工制

品业发展加快。目前建材内部各产业间产品转化形成的销售

额占销售额的比重达到 25％左右，2018 年规模以上建材加

工制品业营业收入占比超过基础材料产业，2020 年达到

52.6％。产业链的延伸、产品结构多元化发展以及技术装备

水平的提升，使建材产品质量和内在价值明显提升，智能化、

高端化产品发展良好。优质陶瓷卫浴、技术玻璃、复合材料

等产品出口价值已经与我国进口的高端产品相当。

3.建材行业规上企业结构有所优化。

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2018、2019 年规模以上建

材企业数量连续下降。但随着建材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

加快，建材加工制品业得到较快速度增长，由此带来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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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复合材料、防水建材等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逐步增

加，使 2020 年规模以上建材企业数量恢复增长至 3.4 万家

（图 8）。

在建材各主要行业中，2020 年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规

上企业数量比 2019 年增加了 1500 余家，主要以商品混凝土

企业为主，这也成为建材行业规上企业数量增长的最大原因。

图 8 规模以上建材企业数量变化

其他建材主要行业中，墙体屋面材料工业规上企业数量增加

了 300 余家，粘土和砂石开采工业、石灰石膏工业等建材加

工制品类行业规上企业数量增加了 100 余家，建筑卫生陶瓷

工业、矿物纤维和复合材料工业等行业受市场因素影响规上

企业数量减少，同样，水泥工业规上企业增加了 60 余家。

充分反映了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建材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适应市场的能力有

所强化。

4.坚持科技创新，推进行业高水平发展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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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行业围绕转换发展动能、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实施

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重点转向高端、高附加值、产

业链发展，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布局新兴产业，不断增

强科技实力水平，全方位推动建材高质量发展。目前建材行

业规上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0.76％，低于工业规上企

业平均水平。根据普查数据，2018 年建材行业规上企业新产

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占规上工业企业的

0.30％和 1.97％，规上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7704 件，有效发

明专利数 20702 件，分别占规上工业企业的 2.07％和 1.89％。

2020 年，在积极争取国家重点科技支持方面，建材联合

会组织征集国家“十四五”行业重大研发需求并向科技部报

送 50 项建材行业重大研发专项；征集建材工业鼓励推广应

用的技术和产品，向工信部推荐了“高强度玻璃纤维池窑化

生产技术”、“SYT65（T1000G 级）超高强度碳纤维”等 43 项

技术和产品。积极承担工信部《先进无机非金属“卡脖子”

产品目录》课题研究，共梳理凝炼出 28 项“十四五”期间

建议重点扶持的产品，提出了政策建议。争取到国家发改委

将芜湖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000 吨水泥熟料及配套污泥

协同处置项目、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8.5 代 TFT-LCD

超薄浮法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杭州山亚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日产 5000 吨熟料水泥生产线技改工程项目、河南省中联玻

璃有限责任公司 600t/二代浮法玻璃智能化示范线项目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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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

经过联合会和全行业的共同努力，建材行业科技创新工作成

果丰硕，凯盛君恒突破中性硼硅 5.0 药用玻璃产业化关键技

术，打破了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有效缓解了国内新

冠疫苗包装瓶短缺；四川玻纤集团攻克了连续玄武岩纤维池

窑拉丝关键技术，建成了世界首条万吨连续玄武岩纤维池窑

拉丝生产线；中国建材研究总院研制的“超纯石英玻璃制备

与高精度摆片加工技术及表征方法”、海螺集团开发的“袋

装水泥包装装车发运无人化关键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中国

建材研究总院与清华大学承担的“水泥窑炉烟气中低温 SCR

脱硝催化剂的研发及工程应用”、天瑞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

司研发的“水泥窑氮氧化物协同治理技术及关键装备的研发

与应用”等多项行业科技成果取得突破，已在嫦娥五号及水

泥等领域实现了工程化应用。

三、当前建材行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行业经济运行恢复中仍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需求相

对偏弱。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建材行业经济运行恢复明显。

但终端消费市场恢复相对较慢，市场需求较为明显地依赖于

启动较早且推动迅速的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这也导致建

材行业经济运行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受投资拉动的运行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 年全国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



14

产投资同比增长 3.9％，房地产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3.7％，

而房地产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4.9％，降幅比上半年有所扩大，

限额以上建筑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下降 2.8％。与

之相对应的，水泥、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建筑玻璃、防水建

材等受投资直接影响的行业生产和经济效益恢复较快，而建

筑卫生陶瓷、石膏板等产品生产及行业经济效益恢复相对缓

慢。

2.建材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加大了行业经济运行压

力。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建材企业较早、较快的恢复生产，

建材市场总体上持续呈现供大于求的供需关系，进一步加大

了建材工业出厂价格持续下滑压力。2020 年，建材工业出厂

价格同比下降 0.4％，从 10 月份开始结束了 2017 年以来的

持续上涨，进入下降区间，水泥、砖瓦和建筑砌块、轻质建

材、石灰石膏、矿物纤维和复合材料、建筑卫生陶瓷、非金

属矿采选和制品等行业出厂价格均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水

泥出厂价格下降 4.4％，建材出厂价格下降态势趋于显现。

而由于价格近年来成为行业经济运行稳定的主要支撑，建材

行业价格的走弱，已经对行业经济运行形成较大压力，对企

业市场环境产生影响，部分区域、部分行业已经出现跨区域

销售、降价促销等现象。

3.建材行业应收账款问题较为突出，运行环境仍然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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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建材行业应收账款净额达到 1.10 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31.5％。其中，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应收账

款问题表现的最为突出。主要原因就是供大于求的市场关系

以及下游市场投资规模减弱导致资金流动放缓。在建材各主

要行业中，应收账款净额增长幅度最大的行业是粘土和砂石

开采工业，其他行业应收账款净额也都不同程度地较往年有

较大幅度增长。同时，除矿物纤维和复合材料工业产成品库

存有所下降以外，建材各行业都有所增加，增加最为明显的

仍是粘土和砂石开采工业、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这表明

虽然建材行业在外部形势变化情况下经营环境趋紧的迹象

有所显现。

4.建材行业、企业分化明显加大。

近年来，建材行业产业结构呈现投资驱动类产业规模比

重加大、各行业经济效益向头部企业集中的特点，行业发展

的马太效应显现。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结构深度调整，2016

年以来投资对行业拉动作用再次加大，消费和外贸市场对行

业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在疫情影响下这一趋势更加突出。另

一方面受市场总量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

企业分化进一步明显，大企业集团对市场的影响力和盈利能

力进一步增强。据我会对 15 家以水泥为主营业务的重点企

业监测，其前三季度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水泥行业利润总额

比重达到 64％，其中前 5 家占比达到 55％，3 家防水建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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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润总额占比达到 66.1％，2 家玻璃纤维企业利润总额占

规模以上行业比重达到 45.8％，与之相对的是中小企业面临

明显生产经营压力。

四、有关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政策效应持续稳定释放。

随着我国各领域生产秩序加快恢复，我国调控政策效应

逐渐释放，并对建材市场逐渐形成有效支撑。建议继续保障

基建、房地产等领域投资效应持续稳定释放和汽车、电子消

费领域政策稳定，促进装饰装修市场进一步恢复，使政策尽

快转化为实际需求，形成对建材行业经济运行的有效支撑。

2.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培育消费领域增长动力。

当前建材产业仍处于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

期，从行业长远发展，仍要加快培育消费领域动力增长。建

议，一是进一步推动建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

水泥等传统产业通过产业链延伸形成上下联动发展模式，进

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并积极鼓励向水泥

窑协同处置等环保产业转型，使建材行业融入社会大循环中，

同时统筹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建卫陶瓷、新型墙体材料

等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其向节能、智能、功能、高端等方向

实现多元化发展，适应或引导相关消费领域变化；二是加快

引导和培育消费市场，如通过提升强制性规范标准、鼓励政

府采购等措施培育引导形成既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方向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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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市场，如强制推广低辐射镀膜玻璃等绿色

节能建筑材料在建筑上的应用等，推动消费市场升级，激发

消费市场潜力。

3．加强对建材产品价格的监测与引导，促进形成与供

需关系相适应的价格调节机制。

今年以来建材价格持续走弱，对行业效益的支撑作用明

显弱化，进而转为影响行业经济效益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建议，加强建材产品尤其是水泥等大宗产品价格的监测

与监督，通过适当引导水泥等过剩产能行业有序、合规发挥

生产能力，有序调整后续错峰生产政策等，推动建材行业建

立与供需关系相适应的价格调节机制，防止因供过于求引起

的市场竞争加剧，甚至无序竞争，保障建材产品价格稳定。

4.优化企业融资信贷环境，进一步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支撑作用。

一是建议银行取消行业歧视性政策限制，对建材行业企

业的贷款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开，不再根据行业性质对企业的

贷款审批进行限制，而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资金状况给

企业评级，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大信贷支持力

度，尤其是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倾斜，对一

批看得准、有发展机遇的重点企业加强支持，帮助企业实现

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快速突破；二是建议鼓励银行建设全国中

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政府、创投、市场服务机构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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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效区分目标客户和融资需求，实现需求-资源的有效

对接，加大对中小企业中长期融资渠道的支持。三是建议加

大对场外市场票据的监管力度，取消半年期以上的承兑汇票

或者取消承兑汇票，把银行的收益回馈给实体经济。调研过

程中，有的企业甚至建议全部取消承兑汇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