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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情况

房地产投资情况  2014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7.72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4%，增速比1～9月回落0.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5.2464万亿元，增长11.1%，增速

回落0.2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7.9%。其中东、中、西部房地产投资情况，1～10月，东部地

区投资43195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比1～9月回落0.2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16523亿元，同比增长11.0%，增

速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17503亿元，同比增长

14.0%，增速与1～9月持平。

房地产土地购置情况  2014年1～10月，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购置面积2.697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2%，1～9月下

降4.6%；土地成交价款7747亿元，增长20.4%，增速提高

8.9个百分点。

房地产施工情况  2014年1～10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

屋施工面积69.213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2.3%，增速提高

0.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49.1855亿平方米，增长

8.8%。房屋新开工面积14.766亿万平方米，下降5.5%，降

幅收窄3.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0.2879亿平方

米，下降9.8%。

房地产到位资金情况  2014年1～10月， 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位资金10.0241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比1～9

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1.7735万亿元，增长

11.1%；利用外资489亿元，增长17.6%；自筹资金42232万亿

元，增长13.8%；其他资金3.9786万亿元，下降9.0%。在其

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2.4213万亿元，下降11.2%；个人

按揭贷款1.0895万亿元，下降4.3%。

房地产销售情况  2014年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

8.8494亿平方米，同比下降7.8%，降幅比1～9月收窄0.8个百

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9.5%，办公楼销售面积下

降9.9%，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8.2%。商品房销售额

5.6385万亿元，下降7.9%，降幅比1～9月收窄1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销售额下降9.9%，办公楼销售额下降20.4%，商业

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8.3%。

10月份70城市商品房价格情况  2014年10月份，新房

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为69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其中，秦

皇岛为最大降幅城市，达到1.6%。房价下降的城市数量由

9月份的58个增加至10月份的67个，增加9个城市。其中，价

格最大降幅为杭州，降9.1%。房价同比上涨的城市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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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厦门和郑州。二手住宅价格变动情况方面，本月价

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所减少，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全部

止跌，北京环比上涨0.3%。

二、关于砂石的市场需求

2013年，全国产量120多亿吨，不含沥青混凝土、铁路

道渣等。2014年1～9月，受房地产的影响，砂石市场用量减

少，7～9月影响最大，装备企业也受到一定影响。从10月份

开始，砂石市场用量回升。

砂石骨料的用量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

设以及经济带等的建设密切相关。从国家2014年发布的一

系列建设计划来看，未来几年，砂石骨料的用量将呈现平

稳增长趋势。

国家发布的建设计划主要有：新城镇建设、轨道交

通、公路、铁路、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172项水利工程、振兴东北;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包括西

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

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将

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提供投融资支持。

长三角经济涉及到上海、江苏、湖北、重庆等9省2市，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我国西部地区和西亚各国，海上丝绸

之路涉及我国和东盟10国。

三、砂石产业进入一个特殊时期

十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和基本建设等设施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砂石骨料用量的快速增长。前几年国家4万亿的

强刺激，使房地产超速发展，砂石骨料的用量也进一步增

长，多年来砂石行业已经习惯了快速发展。2014年7～9月砂

石用量减少，多数企业感到不适应。

由于房地产存量的消化有一个过程，目前国家公布的

公路、铁路、新城镇的建设计划启动也有一个过程，为保

护资源和环境，各地政府整顿、淘汰落后、不达标的企业；

受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各地政府正在对资源进行规划，

对企业进行重组；砂石行业和跨行业进入的企业新建和投

产了一些大型机制砂石生产线，参与竞争，各种情况并存，

使砂石产业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

在今后的若干年，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砂石骨

料也将由高速发展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四、砂石产业转型升级需考虑的几个问题

我国传统产业的发展伴随着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粗放

式增长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砂石是依附于天然石矿资

源的产业，长期以来以传统的生产方式为主。随着国家对

天然资源的保护和新环保法的颁布，对资源的开采利用和

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传统砂石产业赖以生存的基

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产业体系都要进行相应的调

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因此，砂石产业的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是砂石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政府有关管理

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当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产业转型升级，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

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

升级，并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在新的形势下维持行业

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注重

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背景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从行业整

体层面应对资源和环境变化的战略性对策，是产业发展的

一个必然过程。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在学习先进技术的

基础上，对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改进和创新，建立先进的

技术研发和应用体系。产业的转型升级是通过企业来实现

的，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是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升级、产

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把产业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水

平的过程。产业转型升级要依赖于政府行政法规的指导以

及资金、政策的支持，企业要密切配合政府，协同共进。

1．可开采的砂石资源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建设所用的砂石多数是江河湖泊

和古河道开采的天然资源。近年来，为了保护天然砂石资

源、治理河道景观和保护环境，多地政府已下令禁采或限

采天然砂石。为保证市场供应，砂石产业必须转向开采石

矿。传统砂石产业赖以生存的源头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

要根据政府对砂石资源的重新规划和布局，寻找新的石矿

资源进行开采。

2．石矿开采和砂石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以前砂石主要是以采集天然资源的方式获得，加工量

很少，转为开采石矿后，要通过机械装备来制造。机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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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最大的优点是品质可控可调，可以通过合理的生产工艺

制造出满足不同档次需求的产品。由简单的、游离的、分

散的人工或半机械化的开采方式，变为固定石矿开采和机

械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

原来几艘采砂船、几台简单的设备和几辆运输车就能

满足生产，现在要对石矿的开采和加工进行系统的全面的

设计，建设整条生产线需要成套的机械装备，同时要求企

业建设集开采、加工、储运高度集成化、智能化、规模化、

绿色环保为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对装备企业要求不断研

发和推出性能更先进更高效的机械装备。

3．经营方式和投资规模发生了变化

由传统的小规模、分散式的开采方式转为集中的大规

模的开采和制造方式，经营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前开采砂石投资少的是几十万，规模大的是几

百万到上千万，现在矿山采用拍卖方式，同时需要成套

的生产装备，需要上亿或10多亿的资金，投资规模发生

了很大变化。

由于大规模生产，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企业数量将急

剧减少。一些设备简单、粗放式经营的企业将会被淘汰。

新一轮砂石企业的淘汰比较强烈，一个城市所属的一

条江或一条河道流域的100多家企业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

几家，甚至全部关闭。仅九龙江、富春江、长江沿线、渭河

流域等在近半年时间，就关闭了近千家砂石企业。新一轮

的整顿和关闭仍在继续，各地政府不断加大整顿力度，企

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将会被

淘汰。

4．砂石行业受到高度关注，企业跨界涌入，砂石

企业的竞争对象发生了变化

随着砂石进入大矿时代，以前不受人们重视的砂石产

业目前处在大发展时期，受到了相关或其他行业前所未有

的关注，企业跨界涌入。混凝土、水泥等相关上下游行业

的企业，有色、非矿等企业以及水利、水电行业的企业已

经或正在进入，竞争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各地相继投资10多亿元建成了千万吨级规模的机制

砂石生产线，技术和装备先进，环保措施到位，有资金、

技术、人才、经营等优势，竞争力很强。

大型机械装备企业南方路机、中联重科已经进入，

三一、徐工、柳工以及中船重工等企业也要进入，对中小砂

石装备企业造成冲击，竞争将更为激烈。

5．砂石产品竞争区域发生了变化

多年来，砂石是区域资源和区域应用的产品。由于产

品重量大、价值低，受运输成本的限制，几十年来是在小

区域内生产和使用，其竞争也是在小区域内。一些地区禁

采或限采后，将转为更大区域或范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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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砂石从生产到使用地域的扩大，运输距离增加，汽

车长途运输明显处于劣势，靠近水运的企业将有明显优势。

6．砂石产品的价格发生了变化

由于采用大型机械装备开采和制造，设备投资增加，

同时提升了环保标准，环保投资相应增加，产品制造成本

上升，产品价格随之上涨。一些地区河道禁采后，对于没

有石矿可开采的地区，砂石价格也会上涨。

砂石行业的增值税由6%调整为3%，可以减少企业费

用支出，但目前石矿采用拍卖方式，资源税费和购买石矿

费用增加，砂石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涨。目前有些地区砂石

价格上涨了30%或更多，以后价格还要上涨。

7．环保要求发生了变化

新的《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起施行，增加了“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定，突出强

调政府责任、监督和法律责任。对监管机制及法律责任等

进行了修订，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

和过程管理，对生态保护和补偿，对土壤保护，对区域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联防联治等问题都作了规定，

授予各级政府、环保部门新的监管权力，也规定了对环保

部门自身的严厉行政问责措施，要求行业在工业化进程中

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对于砂石企业来说，国家在环保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

格，企业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环保、节能责任加重。企

业环保不达标，就要整改或关闭，企业必须加大在环保方

面的投资，企业运行成本将会增加。

8．工程建设质量要求发生了变化 

随着国家对建筑、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质量要求

不断提高，工程建设需要高质量的砂石骨料。住建部、工

信部2014年8月份出台了《关于推广应用高性能混凝土若

干指导意见》，推广应用高性能混凝土不仅会给建筑业带

来进步，也会给建材业带来深刻变化，通过调整混凝土消

费结构，带动砂石和水泥产品结构优化。

企业要对石矿的开采技术、矿石加工技术和机械装

备的核心技术进行研究；对砂石骨料的颗粒级配、颗粒形

状、表面特征、针片状颗粒含量、石粉含量、空隙率、线膨

胀系数以及骨料-浆体界面等进行系统的深入细致的研

究，不断提高砂石骨料产品的质量，满足高性能混凝土的

需要。

9．要发挥砂石产业在建筑废弃物、道路沥青混

凝土回收再利用方面的优势

我国城市老旧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改造，要产生大量的

废弃混凝土，对道路改造会产生大量的废弃沥青混凝土，

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目前世界各国都对废弃混

凝土进行处理，在重建工程中用作再生骨料，既节约了天

然骨料资源，又保护了环境。砂石行业在废旧混凝土的回

收和再利用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要加快发展步伐。

五、管理部门和砂石企业的对策

由于天然砂石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以及治理和保护环

境的需要，我国砂石骨料产业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行

业和企业的转型有两种，即预见式转型和被迫式转型。预

见式转型比较主动，被动式转型相对困难。砂石行业主动

转型的企业较少，大多数属于天然资源限采和治理环境

倒逼的转型，属于被动式转型，这种转型成本较大，也很

痛苦。

我国砂石产业要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工业化的

发展进程，向现代化迈进。砂石产业的现代化，不是照抄

西方国家的模式，而是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砂石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理念和新体系。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

持，企业密切配合政府，才能更好地应对。

1．对砂石资源的开采重新规划，制定切实可行

的政策，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

各地各级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要在砂石产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当地砂石资源的开采重新规划

和布局，完善开采的相关法规，制定合理的政策，尤其要

制定合理的开采年限。通过有效的机制来规范砂石市场，

解决各地城市高铁、水利、新城镇、新农村等各项建设对

砂石骨料的大量需求与政府采取“一刀切式”关停政策导

致砂石骨料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

体系，引导砂石行业和企业健康发展。

2．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重新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和

发展规划

正确的战略方向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随着

砂石产业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

找到正确的战略方向，要根据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

的条件来制定发展战略，并根据对实施过程与结果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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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反馈不断进行调整。 

当前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和经营风险留给企业家采

取措施的时间越来越短，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需要企

业领导人带领企业应对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

难题和挑战。企业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将自身状况与外

界形势很好地融为一体，通过充分有效的市场调研，找准

企业的定位，发挥独特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3．加大科技研发和产品质量检测的力度

随着国家对基础设施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需要不断

提高砂石骨料的质量。在砂石产业转型升级时期，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和产品质量是企业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要打

破传统砂石产业形成的运行既有模式，各生产和装备企

业要建立产品研发和质量检测部门，要投入资金和力量，

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品质量检测的力度，不断提

高产品质量，不断推出新产品。

有条件的企业可联合组建砂石行业的研究设计中心

和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砂石的开采、加工和装备技术、

产品标准、质量、检测等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行业组

织要联合企业制定和完善产品和装备等各项标准。砂石协

会正在申请成立建材标准委员会砂石分标准委员会，以加

快砂石产品和机械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要建立一整套

符合现代化的完整的砂石工业体系和新模式，包括技术研

发体系、产品创新体系、产品制造体系、装备制造体系、质

量检测体系、环境保护体系以及安全生产体系等，推动砂

石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向现代化产业迈进。

4．增强企业的实力

对于限采或禁采地区的企业，要放弃原来的“根据

地”，寻找新的石矿资源，根据政府对砂石资源的重新规

划和布局，取得新石矿的开采权。

小区域内的企业要重组联合，把资源、人才、资金和

技术集中起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增强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当地石矿资源储量较小的企业，可入股其他企业，以

扩大生产规模。

对老企业，要采取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的经济技术

标准进行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率和环保指标，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竞争力。

对于技术较为先进的企业，可到外地取得开采权，新

建企业或复制企业，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

济效益。

对于装备制造企业，要完善创新体系，在引进消化吸

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关键

核心技术的研发，为生产企业提供技术先进、生产效率

高、能耗低、环保指标高的设备。根据市场需要，改善售后

服务，不断推出新的服务方式，改变过去单纯的制造设备

的环节，从装备制造到售后服务，为砂石企业提供制造+服

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在砂石行业，积极开展“两化”融合的合作研究开发

工作，推广和应用“两化”融合的成果，走科技含量高、经

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的现代化的砂石工业道路。

5．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开采后的生态恢复

企业在生产中要对石粉和废水进行有效的控制，并

做好回收再利用，达到排放标准或“零排放”。对生产过

程中的噪音进行控制，使噪声达标。按照国家绿色矿山和

“和谐矿区”要求来建设砂石生产基地，对开采后的石

矿，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对矿山进行生态恢复。

机械装备企业要不断降低设备的能耗指标，提升环

保指标。

6．向环保产业方向发展

砂石行业在利用皮带输送物料势能发电和对废弃水泥

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的回收再利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对落实清洁能源和资源循环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有条

件的企业可采用皮带输送石矿物料，利用输送物料的势能

来发电，以节约能源。利用现有设备，对城市建筑混凝土

废弃物、道路沥青混凝土废弃物进行处理，使资源再生利

用，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环境污染；对开采后的矿山通

过建成博物馆、矿山公园或其他休闲场所等，实现废弃矿

山的再利用。 

砂石行业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对行业和企业来说是

严峻的挑战，也是良好的机遇。挑战的是一些结构不合

理，依赖粗放式发展的企业，将会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淘

汰；机遇是企业要在危机中找到出路，逆势而起，率先“突

围”，利用危机闯出一条新路。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努力

提升砂石工业的技术水平，加快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积极

向现代化迈进，使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