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 年中国水泥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水泥协会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开启“双碳”

行动的元年，水泥行业面对“需求减弱、成本上升、减碳创

新投入、环保能效推进”等诸多挑战，水泥市场经历了数次

“急转弯”，全国水泥需求和供给均出现异常波动。一方面，

全国水泥市场需求受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

大幅趋降影响，呈现出“需求减弱，前高后低，压力加剧”

的特征。另一方面，供给端受“能耗双控、限电限产、煤价

飙升”的影响，供给不足，成本大幅上涨，使得全国水泥市

场价格出现“先抑后扬”的“√”型走势。全年水泥行业效

益总体水平比上年虽有减弱，韧性犹在，行业利润依旧处于

历史较好水平。

2022年预计水泥需求依旧处于平台期，总体平稳，稳中

趋降。同时，受政策影响，低碳要求，用能限制，供给偏弱，

产能总量发挥继续受控，主流市场价格有望保持坚挺，行业

效益或继续保持稳定。

一、水泥相关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投资指标减弱
2021 年主要宏观数据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但与水泥消费

相关的多项指标出现明显下滑，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

基建投资减弱。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 年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5445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比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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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8.0%，两年平均增长 3.9%。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0.4%，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476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

比 2019 年增长 11.7%，两年平均增长 5.7%。12 月份地产投资、

新开工和竣工数据依旧较差。短期“房住不炒”仍为地产行

业政策的主基调。

二、水泥产量：需求减弱，高开低走
2021 年水泥需求总体表现为“需求减弱，前高后低”。1

—4 月份延续上一年的多项稳增长措施持续发力拉动水泥需

求向好，叠加上一年同期低基数影响，全国水泥产量呈现高

位增长。进入 5 月份，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导致部分工程进度有所放缓，需求提前回落，5—12

月连续 8 个月水泥产量同比出现负增长，9、10 月份更是受

能源价格进一步暴涨、能耗双控、限电限产等影响，水泥生

产受到严重制约，导致 9、10、11、12 月份水泥产量同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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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大幅下滑，分别为-13.0%，-17.1%，-18.6%，-11.1%。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 年全国水泥产量 23.63 亿吨，比

上年下降 1.2%。

分区域看，全国六大区域中，华东和中南地区产量保持

低速增长，其余地区均明显下降，尤其是东北、西南水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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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幅最大。31 省份中，18 省市水泥产量比上年下降，其

中，云、贵、藏下滑幅度最大，呈两位数下降。

三、水泥价格：价位创新高，呈现出“先抑后扬”走势
根据中国水泥协会数字水泥网监测，2021 年全国水泥市

场平均价格 486 元/吨，比 2020 年增长 10.7%，在生产成本大

幅上涨和供给收缩的背景下，水泥价格整体上移，价位创历

史新高。

（一）从全年走势来看，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

2021 年水泥价格表现特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4 月份，水泥行业承接了 2020 年四季度

较好的供需态势，诸多利好因素叠加，需求表现旺盛，价格

总体稳定在 430 元—460 元/ 吨区间。进入 5 月份，市场需

求开始明显走弱，供需关系逐步恶化，价格陡降，南方主流

市场大部分地区水泥价格累计跌幅超过 100 元/吨以上，局部

区域出厂价陆续跌破 300 元/吨。

第二阶段：8 月中下旬，价格出现大幅反弹。尤其是前

期跌幅较大的长三角地区，涨幅也是最大，价格补涨 80 元

—100 元/吨。进入 9 月市场回归销售旺季，全国水泥价格继

续出现大幅上涨行情，10 月中旬全国水泥市场价格达到历史

新高的 627 元/吨，比 8 月初涨幅超过 40%。部分区域如广东、

辽宁、浙江、湖南、广西、价位突破 700 元/吨。

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1.能耗双控力度收紧。进

入 8 月中下旬，广西、广东、江苏、云南等地，能耗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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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电程度有所加剧，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导致水泥供应出现

短缺。从跟踪情况看，能耗双控和电力供应短缺针对水泥企

业限产范围达到 20 多个省份，且限产地区多为我国水泥主

要生产基地，导致水泥生产供应不足，库存快速下降。2.原

燃材料上涨推高水泥成本大幅增长。煤炭价格不断上升，企

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全国大多数地区水泥价格出现大

幅度上涨。10 月份，南部多个省份企业煤炭进厂价格达到

2500 元/吨甚至更高，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三倍以上，支撑了

水泥价格的跳涨。

第三阶段：11 月份后，随着国家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使得水泥生产成本快速下移，加之四季

度需求旺季不旺，国内水泥市场下游需求持续疲软，同时，

“能耗双控”、限电缓解后，前期被抑制的产能快速恢复。

促使全国水泥价格高位回调，水泥价格开启持续下降走势，

12 月底水泥价格回落至 541 元/吨。

（二）分区域来看：

全年价位最高的是中南地区，2021 年均价 533 元/吨，

其次是华东地区，2021 年均价 526 元/吨，价位最低的是西南

地区，均价 421 元/吨。

东北地区价格涨幅最大，2021 年均价比上年上涨 38.9%。

其次是西南和中南地区，涨幅分别为 9.5%和 9.2%，涨幅最低

的是西北地区，比上年上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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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水泥网监测的 31 个省会城市来看，昆明价格最

低，其次是太原，市场到位价均低于 400 元/吨，属于低价位

区域。位于 400 元—450 元/吨的中低价位省会有 5 个，位于

450 元—500 元/吨的中价位的省会有 12 个，位于 500 元—550

元/吨的中高价位的省会有 9 个，位于高价位 550 元/吨以上

的省会有 3 个，分别是广州、杭州、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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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年价格涨幅来看，涨幅最大的区域是长春、哈尔滨、

沈阳，涨幅分别达到了 43%、39%和 34%，有 4 个区域价格比

上年下降，主要是拉萨、乌鲁木齐、郑州和昆明，分别下降

8%、7%、7%和 6%。

四、效益情况：效益有所收缩，但依旧保持较好水平
2021 年全年需求虽略有下降，但水泥行业价格持续高位

运行，且对成本传导能力不减，使得 2021 年水泥行业利润维

持较好水平。利润结构有所优化，北部区域利润贡献有所增

加，尤其是长期处于亏损的泛东北地区实现全面好转。

五、进出口：进口量首现下降
中国在连续三年熟料进口大幅增长后，2021 年首次出现

下降，我国进口水泥熟料总量为 2772 万吨，比上年下降 16.9%。

进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海运费大幅上涨，压缩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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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贸易商进口动力有所减弱。

六、2022 年水泥行业展望
从需求层面看，2022 年水泥需求总体平稳，稳中趋降。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21 年 12 月 6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22

年经济工作：明确定调，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支持新基建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房地产

软着陆。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

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由于 2022 年稳增长压力较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表明基建有望成为本轮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2022 年全年

基建投资计划有望提前布局，专项债发行前倾，带动基建市

场活跃，促使水泥需求回升，专项债发行在加快，地产政策

边际会放松，但考虑基建领域需求无法弥补地产领域水泥需

求损失，预计全年需求稳中趋降，下降 2%—3%。全年水泥需

求增速将呈现先抑后扬，前弱后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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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层面看，环保低碳持续推进，“错峰生产常态化”、

“碳达峰”、“限电”等因素对大部分区域水泥供给产生制约。

此外，政府对包括水泥在内“两高”新增项目进行严格的管

控，产能结构将进一步优化，节能挖潜增效将迈出新的步伐。

从价格和效益角度看，2022 年行业效益水平将持续保持

稳定局面，主流市场价格有望在高位保持震荡调整走势。在

认真执行产能减量置换和常态化错峰生产政策的前提下，提

高产业集中度，延伸水泥产业链，强化产业供给链，有政策

的支持和大企业领导人的信心，相信 2022 年，全行业经济

效益仍然会出现稳定增长局面。

七、水泥行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产能过剩矛盾依旧突出，去产能形势严峻

产能过剩依旧是当前水泥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2021 年

二、三季度，在需求明显趋弱，产能充分发挥、供给不减的

推动下，水泥库存高涨，南方主流市场大部分地区水泥价格

快速下降，局部区域出厂价陆续跌破 300 元/吨，行业运行形

势严峻。说明水泥产能一旦能充分发挥，需求收缩，过剩问

题凸显。产能总体过剩，低效产能退出缓慢，先进产能比例

偏低，依旧是行业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双碳”政策实施将对水泥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我国“双碳”工作的持续推进，将促使水泥行业全

面进入低碳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促进产业升级改造，

推动行业节能降碳，低效水泥产能的退出，将促进水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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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延伸，推进行业协同处置、智能化和布局新能源，同

时，也必然将推高水泥企业综合成本。下一步，要加大减碳

技术创新的投入，创立行业碳减排的协同机制；加快行业碳

达峰的步伐，做好完成碳配额指标情况下的产能和产量输出，

研究和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

（三）需求走弱、成本持续提升，效益稳增长面临挑战

2022 年全球的经济形势依旧复杂，国内经济的压力和风

险依然存在。水泥行业是能源依赖性产业，煤炭和电价的大

幅上涨，将大幅度增加水泥生产成本；同时，能耗、安全、

环保要求不断提高，也导致水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投入，致

使企业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将对水泥行业效益稳增长提

出挑战。唯有加大执行常态化错峰生产，调节好供需动态平

衡，强化行业自律诚信，发挥省级协会的协调服务能力，借

助能源双控和减污降碳政策，有效控制供给端的过剩产能，

才能应对市场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