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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网视点 

 

几大因素或刺激 2014 年混凝土市场向好 

（本刊编辑 王雅琪） 

 

2013 年，各行业由下半年逐渐回暖，从宏观经济到混凝土、水泥、外加剂市场，各项

指数均有所增长，混凝土市场因各方面因素好转，逐渐进入佳境。中国混凝土网对于未来

2014 年的总体情况还有所期待。 

基建投资或反弹 刺激混凝土市场向好 

2013 年 1-11 月，我国城镇固定投资累计达 39128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9%。11

月份当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 39614 亿元，同比增长 17.6%。从以上数据看出，2013 年 1-11

月份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为稳定，平均增速维持在 20%左右，总体情况良好，走势

基本符合预期。目前一些地方也陆续将基建项目向民间投资开放，这些都会促进基础设施

投资的增长。不过目前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货币政策转为中性偏紧，以地方政府主导的

基建模式难以持续，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1-11 月份，

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836466 亿元，同比增长 17.9%，增速比 1-10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328420 亿元，同比增长 14.3%，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 

 

根据“十二五”规划，我国在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方面仍有一定增长潜

力。另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也会带动相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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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0 月，铁路基建投资累计达 4095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4.17%；据中国铁路总

公司发布的 新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全国铁路基建投资 4483 亿元，同比增长 3.8%；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5113 亿元，同比增长 0.9%；11 月，铁路基建投资达 648 亿元，相比

去年同期的 701 亿元，同比下降 7%。虽说当月铁路基建投资同比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我

国铁路基建的发展速度与态势，铁路建设将迎来投资高峰期，铁路建设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

当经济下行时，基础设施建设是 好的对冲工具，而铁路已成为政府在基建中的首选品种。 

2013 年铁路基建投资为 5300 亿元，已超过预计的年平均值，如严格按照规划投资，则

2014、2015 年两年年平均基建投资只需达到 4100 亿元左右则可完成投资任务，但考虑到中

央对铁路建设的重视，“十二五”末可能会超标完成任务，则未来两年的投资量可能会在 4500

亿元左右。 

 

道路投资累计达 16244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22.03%，当月投资为 1985 亿元，同比增长

10.78%。从今年的总体情况来看，道路投资情况与去年的投资量相比较，上涨幅度较明显。

我国中西部目前公路建设还处于低密度期，还存在较大的建设空间。2013 年稳增长基调持

续，中央或将支持公路建设，且 2012 年基数较低，公路建设增速或持续反弹。中国混凝土

网预计在 2014 年中，公路等基建行业仍会充当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国家公布的各项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国内的经济增长已明显放缓。尽管如此，基

于“稳增长”基调下的各项刺激政策仍不断放出，铁道、基建政策的密集出台，都在释放向

好信号，房地产、工程机械行业的回暖预期得到提升。可预见的是央行降息势必会导致货币

流动性的增加，基建、机械等行业将从中受益颇多。2014 年我国混凝土行业也将在基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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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指数的不断反弹中继续向好。 

 

2013 年我国房地产行业调控依旧，但行业热情不减，反弹更为显著。2013 年 1-11 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7412 亿元，同比增长 19.5%。11 月份销售面积和金额均创年初

以来新高。11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9 亿平米，创年初以来单月新高，同比增长 14.8%，

环比增长 28.8%；销售额 8708 亿元，同比增长 30.7%，环比增长 20.8%。部分热点城市限购

限贷收紧对房地产市场销售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同时，房地产开发建设速度加快。11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8719 亿元，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15.1%。2013 年 1-11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 77412 亿元，同比增长 19.5%，增速

比 1-10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出现反弹，对建材行业必将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那么，随着未来建设速度加快，新开工项目的不断推进，以及铁路追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房

地产融资放松，都将改善混凝土市场需求。可以预测 2014 年房地产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的

增速，带动水泥、混凝土行业需求保持正增长，混凝土行业的“春天”也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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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提价带来投资机会 下游混凝土市场相对受益 

受水泥市场长期供需失衡影响，2013 年 8 月份以前全国通用水泥平均出厂价格低迷，

持续在 300 元左右低位徘徊。但从 9月份开始，全国通用水泥平均出厂价格 3 个月内连续上

涨 16 元，至 11 月份，已达 315 元/吨，比去年同期高 3.66 元。其中，华东、华中、华南大

部分省市水泥出厂价格两月来持续走高，对全国水泥平均价格拉动较大。从今年的水泥与混

凝土价格走势来看，两者走势较为相似，都表现为“先跌后涨”的趋势。但总体价格情况略

低于 2012 年平均价格。 

2013 年前三季度，延续 2012 年走势，水泥行业经历了极度低迷的阶段，盈利整体大幅

下滑，但四季度以来水泥价格明显回暖，全国水泥价格继续上升趋势十分明显，供求情况有

所好转，企业盈利情况有望得到改善。数据显示，2013 年前三季度水泥行业收入达到 6835

亿元，同比增长 7%，利润总额 429 亿元，同比增长 20%，行业毛利率 15.38%，同比提升 1.03

个百分点。 

对于未来行业景气度，业内人士表示，明年水泥行业整体景气度预计继续回升，明年行

业新增需求约 1.62 亿吨，同比增长约 6.8%，由于新增产能较少，2014 年行业整体边际供需

格局将继续改善，产能利用率将回升至 78%左右。 

那么，下游的混凝土行业也相对受益，市场需求也逐步回暖。目前，由于水泥需求供应

偏紧，原材料市场的砂石运费攀升，成本压力加大，加上大部分项目均已开工，水泥价格持

续上涨，库存明显下降，下游混凝土价格也持续跟涨；另外，我国混凝土行业还处于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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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每年的产量均大幅增长，商品化率也在逐渐提高，加上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

新开工项目不断增多，投资机会加大，商品混凝土市场的景气度将得益于水泥行业的经济效

益持续增长。市场经济的需求稳定与产业结构发展因素的有效落实，推动水泥与混凝土市场

的前进步伐。 

 

 

 
 

混凝土机械产量增速放缓 混凝土行业增长受阻？ 

混凝土机械行业这块蛋糕从 2008 年年底开始做大，使得我国混凝土机械行业仅用了 20

多年就完成了国外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商混比例不断提升、长车替代短车、三四线城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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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下沉等因素带动了混凝土机械在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升，即使是在投资增速放缓的情

况下混凝土机械行业仍是 被看好的，足见我国混凝土机械行业的潜力之大。 

随着预拌混凝土在中小城市的不断渗透，近几年我国商混率也在逐步提升，预计 2013

年我国商品混凝土率为 43.09%，同比上涨 3.28 个百分点。而未来几年三四线城市还有较大

的提升幅度，商混率的快速提升将带动三四线城市对混凝土机械的需求向基层进一步渗透。

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对混凝土机械的需求未来仍将保持大幅增长，近年来，包括三一、中联在

内的一些企业也加大了对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市场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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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北京华通人市场信息有限责任公司、中商情报网；中国混凝土网整理） 

2011-2012 年已进入更新换代的高峰期，混凝土机械市场在这两年已达到快速发展的鼎

盛时期。2012 年起，我国泵车销量整体增长趋缓，这也意味着存量的增长，增速开始放缓；

2013 年 1-10 月，我国混凝土机械的总销量达 433575 台，同比增长 3.52%，预计今年的总体

情况与去年持平，甚至有可能开始下滑，2014 年如要想继续保持这种强劲势头难度很大，

但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我国混凝土行业的发展受到阻滞。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少省市

2013-2014 年的混凝土机械数量将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 2012 年以前的混凝土

机械市场发展过快，产量多导致产品更新换到受到阻滞，从 2013 年开始混凝土市场形成饱

和局面，存量增长导致增速放缓，但并不影响正在开工或即将开工的新建设项目，混凝土机

械行业 大的发展机遇依然来自城镇化建设，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到

202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提高到 60%以上。城镇化带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建设，将产生持

续的混凝土需求。 

中国混凝土网认为，未来混凝土机械需求的动力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将更多的依赖于城

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而发达地区还将更多的来源于产品创新和后市场开发。随着我国城市

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交通、水利等基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商品混凝土的应用日益广泛，未

来混凝土市场上的商混率还将不断提高，对于混凝土机械的需求会更加旺盛。那么，可以得

知混凝土机械增长放缓也将不会是预拌混凝土市场的发展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混凝土市场

的发展还需要靠良好的混凝土机械市场秩序来维系。 

展望 

2013 年，铁路基建投资继续加大，房地产行业发展也如日中天，一系列因素刺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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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混凝土市场积极向好。2014 年房地产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速，加上目前一些地方也陆

续将基建项目向民间投资开放，这些都会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带动水泥与混凝土行业

需求继续保持正增长，明年预拌混凝土行业整体景气度预计将继续回升，2014 年行业整体

供需格局将继续改善。 

 

 

 

直面“营改增”税务政策 工程机械行业营销冲出重围 

（本刊编辑 钱智焘）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税制，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营改增”就依次在上海、北京、天

津等 9 个省内进行试点。随着“营改增”的影响不断发酵，到了今年 8 月 1 日，“营改增”

正式推广到全国，同时将融资租赁作为现代服务业下的税目之一，纳入试点范围。而“营改

增”的实行对融资租赁的代表——工程机械行业又将是利还是弊？ 

1.融资租赁与“营改增”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

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

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由于其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

点，不仅可以使得大型企业处理多余固定资产、周转资金，还非常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因此

行业近年来得到大力发展，呈几何倍增长。 

此外，除了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商之外，融资租赁行业还与银行、产权交易中心等有

所关联，下面是融资租赁行业基本流程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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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改增”具体是指将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就是

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由此看出，“营改增”的初衷是避免重复纳税的环节，一

定程度上的减少或者不增加行业的税负。 

对于融资租赁而言，“营改增”的推出清晰了租赁业在税收中的行业定位，完整了增值

税抵扣链条，简化了承租人的税务处理，提高了融资租赁行业的吸引力，有利于行业未来的

快速发展。此外，承租人拿到的租金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同样利率报价的银行贷款相比，降

低成本，降低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对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2.“营改增”对融资租赁的影响 

尽管从文字上来看，“营改增”可以推动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但是随着政策的实施，

不同地区对政策的不同解读，以及在实际税负计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结果来看，“营

改增”反而阻碍了租赁行业的前进。 

根据“营改增”的规定，要求融资租赁企业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务，适用税率 17%，对

于超过实际税负 3%的部分给予即征即退。而“营改增”前的税率采用的是差额的 5%征收营

业税的方式。由此可见，在融资租赁销售额的确认方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税率的上升

明显的给融资租赁企业带来了不小的税负压力。此外，融资租赁大致分为直接租赁和售后回

租两种方式，对于不同的租赁方式，“营改增”带来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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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租赁方面 

首先，先举一个具体的列子： 

假设出租人甲按照承租人乙的要求购入设备，成本为 585 万元（其中增值税 85 万元）。

合同约定租期为 5 年，租赁合同利率 10%，乙以后每年的 1月 1 日向甲支付 154 万元租金。

为考虑这一笔业务对出租人甲的影响，假定营改增前后，乙支付的租金总额不变，且甲 5

年只发生了这一笔业务。 

① 营改增前的税费计算。  

  营业税=（154×5-585）×5%=9.25（万元）  

  附加税费=9.25×12%=1.11（万元）  

  五年流转环节税费合计=9.25+1.11=10.36（万元）  

  税收负担率=10.36/（154×5）=1.35%  

  ② 营改增后的税费计算。  

  第一年，增值税=154/1.17×17%-85=-62.62（万元）  

  增值税为负，附加税为 0，留抵的增值税为 62.62 万元。  

  第二年，增值税=154/1.17×17%-62.62=-40.24（万元）  

  附加税=0，留抵的增值税为 40.24 万元。    

  第三年，增值税=154/1.17×17%-40.24=-17.86（万元）  

  附加税=0，留抵的增值税为 17.86 万元。  

  第四年，增值税=154/1.17×17%-17.86=4.52（万元）  

  附加税=4.52×12%=0.54（万元）  

  增值税实际税负=4.52/154=2.93%﹤3%，不能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流转环节总税费=4.52+0.54=5.06（万元）  

  第五年，增值税=154/1.17×17%=22.38（万元）  

  附加税=22.38×12%=2.69（万元）  

  增值税实际税负=22.38/154=14.53%﹥3%  

  即征即退的增值税=22.38×（14.53%-3%）/14.53%=17.76（万元）  

  实际缴纳增值税=22.38-17.76=4.62（万元）  

  流转环节总税费=4.62+2.69=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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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流转环节税费合计=5.06+7.31=12.37（万元）  

  税收负担率=12.37/（154×5）=1.61%  

从计算来看，“营改增”前后，税收负担率从原来的 1.35%增加至 1.61%，可见税率的增

长给直接租赁业务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问题出在纳税的时间节点上。根据规定，增

值税一般以一个月为纳税周期，并且当进项税大于销项税时，可以不纳税。而融资租赁业在

购买设备的资金都相对较大，导致了出租人在前期长期不纳税。但是当进项税抵扣完了之后，

只存在销项税，促使税负瞬间增高，或将导致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 

（2）售后回租 

售后回租是目前融资租赁行业中较为常见的出租模式，具体是指将自制或外购的资产出

售，然后向买方租回使用。由于此类出租方式可以使得承租人快速获得投资资金，因此在行

业内使用广泛，使用比重约为 70%。但是此次“营改增”却把售后回租打的“遍体鳞伤”，

下面还是先看例子： 

假设：A 公司（承租人）以自有设备 100 万元向 B租赁公司（出租人）进行融资，利率

8% ，租期 1年；B 公司提供本金 100 万，从银行取得的贷款利率 6%。（不考虑其他成本费用）  

①出租人原营业税模式下税负和收益：  

  1）税负情况：  

  需要缴纳的营业税：（100*8%-100*6%）*5%=0.1 万元  

  需要缴纳的附加税：0.1*12%=0.012 万元  

  税金合计： 0.1+0.012=0.112 万元  

  2）公司税前利润： 100*（8%-6%）-0.112=1.888 万元  

②出租人营改增模式下税负和收益： 

  1）根据财税[2013]37 号文，租赁公司须以租金全额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缴纳的增值税: 100*(1+8%)/1.17*17%-100*6%/1.17*17%=15.69-0.87=14.82 万元。  

  2）根据财税[2013]37 号文，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部分即征即退:  

  出租人 3%税负： 100*（1+8%）/1.17*3%=2.77  

  超过 3%即征即退： 14.82-100*（1+8%）/1.17*3%=14.82-2.77=12.05 万元  

  应缴纳附加税： 14.82 万元*12%=1.7784 万元  

  应缴纳税金： 14.82-12.05+1.7784=4.54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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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前利润： 100*（8%-6%）-4.5484=-2.5484 万元  

  3）如果出租人不能获得或者以后不能获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部分即征即退政策：  

  该笔业务实际缴纳增值税即为 2.1 条中出租人缴纳增值税，即：14.82 万元  

  应缴纳附加税： 14.82 万元*12%=1.7784 万元  

  应缴纳税金： 14.82+1.7784=16.5984 万元  

  税前利润： 100*（8%-6%）-16.5984=-14.5984 万元  

根据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没有获得 3%的政策退税的情况下，出租人的税负增加了 148

倍，处于严重亏损的情况。而且，即使是获得了政策退税，出租人的税负也增加了 16.77

倍，勉强保本。 

此外， 新的财税[2013]37 号文再一次重申了增值税实际税负 3%计算的分母是包括了

本金部分，且同时废止了财税[2011]111 号和财税[2012]86 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3 号却仍然存在，即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既不缴纳增值税也不缴纳营业税。换句话说，出租人将无法获得增值税进项税发票，3%的政

策退税形同虚设。退一步说，就算是获得 3%的退税，但是如何退，何时退却没有明确规定，

而当中的时间成本又该由谁来买单呢？  

3.对工程机械行业的影响 

（1）产能过剩情况加剧 

由于“营改增”对售后回租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许多专家建议各大企业暂停售后回租

业务，等待进一步的政策调整。但是工程机械本来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行业，并且售后回租

又是主要租赁业务之一，一旦暂停该业务，各工程机械企业的商品流动将大幅受限，加剧了

行业的产能过剩。 

（2）资金流动或将紧张，可能加重负债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到，不管是直租业务还是回租业务，对于企业的资金都是一大考验。

直租方面，由于后期的税负将会猛增，因此对于前期的资金控制需要十分谨慎；回租业务更

是相当于先付税，再融资，资金的压力更是巨大。而企业负债较大又是工程机械行业的一大

特征，若由于资金流动紧张而使得负债进一步加重，则不利于行业本身的发展。 

4.相关企业近况 

三一重工：11 月初，三一重工发表了 2013 年三季度报。报告中显示，公司在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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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9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降 26.5%；净利润为 29.8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49.3%。单以第三季度来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2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

降了 12.6%；净利润为 3.3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54.3%。 

虽然工程机械行业低迷导致盈利能力下降是此次营收下降的主营，但是“营改增”后增

加的税负在公司的报告数据中却有了直观的表现。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应交税费为

5.14 亿元，较 2012 年末增加了 37.4%。另一方面，从公司的利润表来看，2013 年 1-9 月公

司营业外支出达到了 9546.4 万元，较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48.4%。对此，公司表示营业外支

出的增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及根据按揭及融资租赁贷款回购担保余额计提的准备

金增加所致。换句话说，“营改增”后售后回租业务的亏损风险明显加大，导致了公司现金

缩水，不利于公司投资发展。 

中联重科：相比于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第三季度的营业情况也大同小异。数据显示，公

司在 201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8.97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降 26.11%；净利润为 37.95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45.48%。单以第三季度来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32 亿元，

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12.58%；净利润为 8.89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35.83%。 

中联重科在 11 月初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营改增仅对于公司融资

租赁里售后回租这一项业务产生影响，对直接租赁没有影响。此外，公司还表示“营改增”

的全面推广后，无论是厂家自身租赁服务还是第三方租赁，在售后回租业务上，均存在着较

大影响。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市场低迷，产能过剩，无论是诸如中联重科，三一重工这样的龙头企

业，还是其他中小型企业，都存在着营业收入下降，盈利能力低下的问题。“营改增”的推

广本意是减少重复交税，加大融资租赁的吸引力，但是大幅增加的税负却使其成为了“压死”

工程机械行业的 后一根稻草。因此，砼网认为，此次“营改增”的全面推广对于工程机械

行业来说挑战大于机遇。 

5.工程机械企业该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此次“营改增”政策的推出可以说弊大于利，不减反增的税负令人对融资租

赁行业望而却步。目前，工程机械企业对于融资租赁业务仍然比较依赖，因此针对“营改增”

的问题，小编在此总结了几点应变措施，供工程机械行业内企业参考。 

（1）适当增加直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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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次“营改增”对售后回租业务的影响 为严重，因此眼下众多工程机械企业都暂停了

回租业务。但是相对的，可以在不影响利润的前提下适当的增加直租业务，对于企业而言还

是有不小的好处。一来可以 大限度的降低政策带来的冲击；二来可以缓解暂停回租业务后，

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三来中小机械企业可以在维系旧客户的同时，通过直租业务先打响自

身品牌，等到新一轮政策下达后，再通过回租业务加固合作关系。 

（2）改变融资方式，提高产品质量 

对于工程机械企业而言，售后回租是快速获取资金的融资方式之一。但是随着“营改增”

的实施，工程机械企业应该及时的另辟蹊径。发放债券，制定新的资产管理计划等都可以有

效地降低“营改增”后，售后回租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产品质量过硬一直是客

户挑选合作商的首要条件。因此，提高自身产品质量，配以更完善的售后服务才是降低客户

流失的根本。 

6.影响工程机械企业发展的其他因素 

（1）混凝土机械业务终生保修承诺带来负担 

混凝土机械行业一直是工程机械行业中的大蛋糕，其远超工程机械行业平均的利润率吸

引了工程机械行业中众多大鳄的到来。但是，随着混凝土机械行业的大力发展，保有量逐步

加大，售价随之降低，成本问题成为各大企业的心头病。尤其混凝土行业中企业承诺终身保

修，进一步使得维修成本支出节节攀升，增加了企业负担。 

（2）提前消费问题？ 

提前消费也称预付消费，是指买家预先向商家交付一定额度消费金额就可以类似整存零

取的方式享受到服务。对于售价较高的混凝土机械行业而言，提前消费可以增加企业营业收

入，扩大客源。不过在进行了预付消费之后，庞大的应收账款却压得企业喘不过气。以三一

重工为例，单单第三季度，三一重工的应收账款达到了 225.5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50.6%。可见，提前消费导致的应收账款也是加大企业负担的主要问题之一。  

7.后记：新政下来及时雨 融资租赁或雨过天晴 

12 月 13 日，就在小编编写这篇文章的同时，2013 年融资租赁年会在上海召开。会上，

税政司相关负责人宣布了“财税[2013]106 号文”，同时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财税

[2013]37 号”（即“营改增”）。  

根据新发布的新政内容显示，融资租赁回租业务中本金部分明确不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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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这将完全替代原来 37 号文中不管新老合同，售后回租业务的本金

和租息均须全额征收增值税的规定。 

将新政与“营改增”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新政中规定回租业务本金部分可以开具普

通发票，明确了进项税，从而使得进项税和销项税进行抵消，解决了”营改增“中困扰着融

资租赁企业的税负问题。此外，新政中还明确划定了享受此项政策的认定标准。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资本达到 1.7 亿元的，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按照上述规定执行；2014 年 1

月 1 日以后注册资本达到 1.7 亿元的，从达到该标准的次月起，按照上述规定执行。换句话

说，只要是稍具规模的融资租赁企业，在新政颁布的当天就可享有此项政策。 

因此，新政的颁布解决了近段时间融资租赁行业的难题，促使回租业务也将恢复常态，

大大利于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对于工程机械行业而言，一度停摆的售后回租得到正名，相

信未来工程机械行业的售后回租业务或将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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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西部建设：全资子公司中建商砼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武汉蔡甸搅拌站项目” 

来源：中国证券网 

西部建设第四届四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全资

子公司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在武汉市蔡甸经济开发区凤凰山工业园设立

全资子公司中建商品混凝土新型建材武汉有限公司，实施“武汉蔡甸搅拌站项目”。   

据了解，武汉蔡甸经济开发区属省级开发区，规划控制面积 197 平方公里，其中 169

平方公里为武汉新区规划范围，占武汉新区规划面积 368 平方公里的 45.92%。项目建设将

直接推动公司在当地的业务开展。 

 

国产实业明年将扩 4 座混凝土厂，目标发货成长 2 成 

来源：国产实业 

国产(2504)、中兴保全(9917)今(12)日携手共同参与“台北国际建材展”，国产执行长

林信智表示，国产明年即将迈入 60 周年，将持续制作高性能混凝土，让混凝土不再只是建

筑基材，而是装潢选项之一。而明年产业展望，他则表示，市场应是稳中成长，但国产不论

需求有没有成长，都会以拓点、增加服务的方式来带动发货量成长，预估明年将至少增加 4

个混凝土厂，目标发货量、营收成长 2 成。  

林信智分析明年度的台湾混凝土需求，明年公共工程比较有进展的，将是桃园航空城，

而民间工程部份，整个台湾房价热络，短期内态势不会改变，在很多建商前往中、南部发展，

像是高雄就有很多大建商进去，整体民间工程会是比较稳定。  

对国产而言，“策略还是要成长”。林信智说，公司为追求成长，明年会以多点的方式来

涵盖服务的范围，增加发货量和增加车辆调配使用。今年底，国产位于台北港的第一混凝土

厂将启用，而明年底前还会继续增建台北港的第二厂，以及汐止 2 座厂、台中会再盖 1座厂，

已确定明年会新增 4 座厂。  

他也透露，看好桃园航空城和北高雄房市发展，桃园和北高雄也会增加混凝土新产能，

但目前倾向以承租或并购方式来扩厂。目前已有标的，但仍在低调洽谈中。  

林信智说，今年度国产在台湾发货量 510 万立方米，而明年度目标成长 20%。法人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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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明年度该公司台湾混凝土发量达到 600 万立方米。  

林信智也表示，国产正积极调整成本结构，明年度国产透过台北港进口砂石的量会稳定，

而明年的散装船也将从 3 部增加至 5部，并会增加砂石库的临时库；而台北港的自动砂石堆

料库则将正式在 2015 年完成，砂石到岸后可以直接入库，再由卡车载运到混凝土厂，未来

减少 2 次砂石搬运的成本。  

他表示，自行进口砂石可以满足公司北部混凝土厂的需求，而国产的北部产能占公司营

运比重达 6成，对整体毛利率的提升将大有帮助。  

法人则估算，国产在未来改善砂石成本结构后，毛利率有机会逐步提升，今年整体毛利

率达到 7%，明年有机会上看 8、9%，未来自动砂石堆料库完成后，毛利率更有机会稳站 10%

以上。  

法人估，国产今年 EPS 0.6 元，明年有机会到 0.8 元，而后年更有机会到向 1 元扣关。 

 

海南瑞泽 480 万合资设立三亚瑞泽物流有限公司 

来源：证券时报网 

海南瑞泽 12 月 19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与自然人黎岸强共同合资设立三亚瑞泽物流有限

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800 万元。其中，海南瑞泽以现金出资 480 万元，出资比例为 60%，

黎岸强先生以现金出资 320 万元，出资比例为 40%。 

三亚瑞泽物流有限公司拟定经营范围为水泥、粉煤灰、矿粉、建筑材料的销售，货物卸

装、中转、仓储。 

公司表示，生产商品混凝土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矿粉、粉煤灰，因海南省内没有规模

以上的火力电厂和大型钢铁企业，对于矿粉和粉煤灰这两种材料，海南省内各混凝土生产企

业，多年来主要是从岛外采购。公司独家在三亚港建设有中转站，可以中转岛外的矿粉和粉

煤灰材料，以及中转岛外低价位的水泥，利用物流公司对外销售。近几年，公司主要是为自

身生产混凝土而中转岛外的矿粉、粉煤灰和岛外水泥。为提高公司三亚港口中转站使用效率，

提高港口中转站的货物中转量，减轻中转站固定费用对公司总体费用的压力，同时拓展公司

新的物流业务，从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进行了此项投资。 

 

中建商砼亚东站成功研制掺矿物掺合料泵送不发火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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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建商砼 

经过数月的不断摸索和研究，中建商砼亚东站成功研制出掺矿物掺合料泵送不发火混凝

土，该混凝土具有不发火性能优、施工性能好和成本低廉的优势。  

亚东站通过在传统的不发火混凝土中引入数种矿物掺合料，并减少水泥用量，不仅降低

了材料成本，还极大地改善了传统不发火混凝土用料单一，和易性一般，泵送性能差、只能

用于自卸施工的工作性能。新研制掺矿物掺合料泵送不发火混凝土可配置强度范围更广，能

满足各种泵送施工要求，工程应用范围也更宽，便于大面积推广应用。  

此外，市面上不发火性能检测试验单价昂贵，且常见手持砂轮机转速均大于 5000r/min，

不符合该试验要求。亚东站通过对低转速冲击钻进行改造加工，成功制造出符合不发火性能

检测试验转速要求的“砂轮机”。这样既节约了科研成本又方便了试验检测工作，为今后的

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方便。  

据了解，掺矿物掺合泵送不发火混凝土在军工制造、化学工业上以及对消防安全要求高

的场所也有良好的推广潜力和经济效益。 

 

亚泰集团现资金压力 资产负债率达 98 年后 高水平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亚泰集团（600881.SH）12 月 12 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而公司目前资金趋紧，截至三季报期末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自 1998

年以来的 高水平。  

公告显示，亚泰集团第九届第八次董事会和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而公开信息显示，除委托中国光大银行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的非

公开定向融资工具外，公司还在 9 月 13 日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上通过了有

关关于委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

融资工具的议案，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10 亿

元（含 10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截至三季报期末，亚泰集团账面货币资金为 45.79 亿元，但同时公司却有高达 90.01

亿元的短期借款，10.39 亿元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60.14 亿元的长期借款以及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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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5 亿元的应付债券。而截至 9月 30 日时，亚泰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 75.55%，为

自 1998 年的这 15 年来的 高水平。而 2012 年公司同期的该项数据为 69.50%。  

某不愿具名的知名券商分析师表示：“公司的负债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是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毕竟是长春市国资委，所以融资能力相对比较强，公司本身应该并不会去担心资金链断

裂的问题。”  

Wind 数据显示，亚泰集团截至三季报期末的流动以及速动比率分别为 1.45 以及 1.03，

证实了上述分析师的判断。  

亚泰集团 12 日收于 4.19 元/股，微幅 1.21%。 

 

山水集团逼近四千员工退股 变国企改制为家族企业 

来源：投资者报 

山水水泥原董事长张才奎不仅要将代持的职工股份全部都变成自己的，还变相逼迫其他

七大股东退股，其 终目的就是要把国企改制而来的山水集团变成自己名下的家族企业。  

12 月 10 日，山水集团员工王先生和 300 多名小股东赶到山东省委信访局去上访。他从

来没有想过作为一名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东，有一天也需要通过上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王先生上访的缘由是,香港上市公司山水水泥（山水集团的境外母公司）前任董事长兼

总经理张才奎和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斌父子，强行逼迫集资入股的近 4000 名职工退股，

严重侵害他们的权益。  

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上访，但遗憾的是调解的结果并不成功，张斌承诺回去与香港律

师沟通方案，但直到《投资者报》记者截稿时仍然没有答复。  

王先生气愤地说，在资本市场回购股份的事例不少见，但类似张才奎父子提出的“霸王

条款”回购方案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的做法无异于公开抢夺。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付明德认为，“这次职工的维权是有根据的，退股也好，入股

也罢，不能违背自愿原则。”  

北京一位熟悉金融证券法的律师在看到回购方案时，也认为严重损害了股东利益。  

《投资者报》记者多次致电张斌和公司的新闻发言人陈学师都没有得到回复。张斌的手

机连续几天处于停机状态；陈学师在听到记者的来意后，托词正在开会稍后联系。但此后记

者的多次致电，陈学师均拒绝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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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00 名职工被要求退股  

总部在济南的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是北方一家相当有实力的水泥企业，2008 年在香港

成功上市，成为中国水泥行业第一只红筹股。  

今年 11 月 12 日，山水水泥大股东山水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30.11%的股份）突然推出

《境外信托退出性收益分配方案》（下称“《信托退出方案》”）和《股份回购方案》，强行低

价回购员工持有的股份，这在山水集团引起轩然大波。  

13 年前千辛万苦集资入股的职工，梦想着能通过上市成为百万、千万富翁，但美梦如

今破碎了。  

山水投资现有张才奎和于玉川、董承田、赵利平、赵永魁、宓敬田、李茂桓、王永平等

8 名自然人股东。公司共发行 100 万股股份，其中，张才奎代表 3940 名职工出资人持有 81.74

万股，于玉川等 7 人独立持有各自的股份，计 18.26 万股。 

前述两个方案分别适用不同对象。其中，《信托退出方案》针对张才奎名下职工持有的

68.02 万股；《股份回购方案》针对于玉川等 7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18.26 万股。  

 “两套方案完全是张才奎和张斌一手炮制出来的，我们事先毫不知情。”王先生告诉记

者，从 11 月 15 日开始，张才奎父子就安排职工分批到山东水泥厂开会，现场签字退股。张

斌在退股动员会上公开宣称：“叫你们来不是商量的，是下通知的。你们的股份早已经一文

不值，现在退了能拿回好几倍。不退的话，以后 10 年、20 年都不分红。”更过分的是，张

斌还声称，不退股的职工必须写出同意以后不分红的书面保证。  

王先生告诉记者，这两份方案执笔者都是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下称“北京通商”），他

们与山水集团渊源颇深，是山水集团境内法律顾问。  

 “我们了解到，此前张才奎父子曾经邀请过香港的律师事务所起草回购协议，但一直

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后才换成北京通商。”王先生称，香港的律师不愿意做这种违背职业

道德的事情，北京通商却成为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行为何其过分。  

但是作为弱势群体，已有 3000 多名职工不得不签订了回购协议，“他们毕竟还要工作”。

在百度贴吧里，记者注意到，有很多针对此事控诉的帖子。  

 “不过仍有不少职工不愿意屈服，尤其是已经辞职和退休的职工。”王先生说，山水投

资的股东也都是山水水泥的高管，张才奎是前任董事长、总经理，今年 3 月刚刚卸任。其余

7 名股东，都是山水水泥的副总级高管，分管生产、技术、销售和财务等公司核心业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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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 人于今年初集体辞职，两人于前两年退休。这次，这 7 名股东和另一位也在今年辞职

的副总全都加入了上访维权的行列。在他们的影响下，数百名职工自发签字画押发出了《致

全体山水集团职工股东以及张才奎和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公开信》。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还向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提交了投诉信，希望他们能够介入

此事，为他们主持正义。  

大股东图谋独占股份  

13 年前，也就是 2001 年 8 月，时任济南山水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属国有企业，下称

“济南山水”）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才奎，组织济南山水 2000 多名职工集资入股，成立了济

南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3 年，参与集资入股的职工人数扩大到 3947 人，募集资金达

到 10528 余万元人民币。  

由于股东数量众多，在工商局登记时，3947 名职工的股份委托给了董事长张才奎和另

一位高管李延民，员工享受按照出资额所占比例对应的经济利益。2004 年，济南山水整体

改制，国有股全部退出。张才奎用职工在投资公司分红的钱成立了济南立新和建新两个公司，

收购了济南山水的全部国有股。之后，又将济南山水的有效资产全都装进投资公司，济南山

水成了空壳公司。2005 年初，投资公司更名为现在的山水集团，成为 3947 名职工出资、张

才奎等 9 人为显名股东的民营企业。  

2005 年 10 月，山水集团为完成上市计划，与摩根士丹利、鼎辉投资和国际金融公司三

家外资合作，山水集团成为外商独资企业，并先后在香港设立了山水投资、香港山水、先锋

水泥等数家公司。2006 年又在开曼群岛设立山水水泥，构建完成了境外红筹上市的基本架

构。其中，山水投资完整延续了山水集团合资前的股本结构，由张才奎等 9 人为显名股东，

3947 名职工的出资由张才奎和李延民以信托方式代持。 

山水投资和摩根、鼎辉、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持股山水水泥的股份。其中，山水投资持有

51%，其余三家持有 49%。三家外资持有的 49%股份按境内山水集团的全部股权为依据作价，

共 5100 万美元。2008 年 7 月，山水水泥在香港主板上市，至今，山水投资的 51%被摊薄稀

释到 30.11%。  

2011 年 1 月，李延民代持的信托股份在职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转让给了

张才奎，后者由此成为代持全部 3947 名职工股份的山水投资绝对控股股东。  

 “如今，张才奎不仅要将代持的职工股份全部变成他的，还变相逼迫其他七大股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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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终目的就是要把国企改制而来的山水集团变成自己拥有的家族企业。”王先生气愤地

说，“我们这些人在山水工作几十年，和张才奎一起将企业做大，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卸磨杀

驴。”  

用员工分红的钱回购员工的股份  

除了回购方案是在众多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推出外， 让上访者愤愤不平的是，回购方

案竟然提出用上市公司分红的钱来回购股份。  

根据《股份回购方案》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份回购所需的资金均来源于公司的自

有资金，为公司于上市公司取得的年度分红。而山水投资公司章程第八条（c）款规定：公

司可用除可分配利润和新发行股票的收益以外的现金支付回购或赎回的股票。  

 “这些钱本来就要分给员工，如今却拿来收购我们的股份，天下哪有这么公然抢夺的

事情。”王先生说，“张才奎即使要回购，为什么不掏自己的钱？他又不是没有钱，光年薪一

年就上亿元。”记者查阅山水水泥财报，2010 年~2012 年，张才奎每年薪酬分别为 3341.80

万元、1.49 亿元和 502.4 万元。  

上述上访者告诉记者：“张才奎父子代员工持股多年，就把股份当成自己的了。难道能

把别人放在你家的东西当做是自己的吗？”  

王先生告诉记者，山水投资成立十三年来，对股东分红屈指可数。在他的记忆中，仅有

两次。一次是 2006 年，一次是去年年底，分红只有 2000 万元。还有两次分红没有发给职工。  

但山水水泥在香港交易所公布的分红派息资料显示，山水水泥年年都是高现金派息。从

2008 年上市至 2013 年 7 月 12 日，山水投资已经累计领取折合人民币 6.5 亿元左右的现金

分红。“这么多钱都上哪里去了？”王先生问道。  

不过他也提到，过去几年不分红，他们也认了。公司当初去香港上市，向国际投行借了

钱，直到 2012 年才还上。“我们想不通的是，13 年了，为什么公司刚刚开始有丰厚的分红，

张才奎父子就变着法子逼我们退股呢？”上述上访者对《投资者报》记者控诉道。  

回购方案频现霸王条款  

在王和众多股东看来，回购方案中的霸王条款，还包括回购股份的定价原则和调整机制

无视并严重侵害出资人的经济利益。  

《信托退出方案》第四条“基本规则”规定：该等受益人将自签署相关文件之日起不再

享受及自动放弃其他任何常规的信托收益归属、分派及/或支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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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只要一签字，我们这些职工股东在一分钱都还没有拿到的时候，股份就没

有了。”王先生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按回款进度算账，收到多少钱就退出多少股，未收

到钱的股份应继续享有对应的分红、投票等全部股东权益，直到价款全部付清。  

方案规定，股份回购分三期完成，原则上每 10 年一期。股份价值与山水公司股票价格

挂钩，第一期价格打八折，第二期打九折，第三期不打折。 

山水水泥股票价格历史上 高曾经超过 10 元/股，目前在 2.8 元的发行价附近。为什么

在股价这么低的时候处心积虑让大家在第一期退股；退股还不算，价格还要打八折？  

方案还对基准支付年限以及付款安排进行了规定，根据申请退股数占可退股总数的比

例，分八档进行调整，当申请股份数额占全部股份数额的比例大于 75%时，当期支付的期限

长可达 30 年。  

 “股份款不一次性结清，还要有长达 10 年、20 年、30 年的还款期限，这是什么强盗

逻辑？”上述上访股东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付明德指出，这种退股价款和支付方式可以概括为“现价结清，

分期付款”，也就是说股东虽然按照今天的价格卖出了股票，却只能在 10 年、20 年或者 30

年才能拿到部分或全部对价，而且这期间不分红，也不支付利息，显然违背了公平的原则。  

方案还提到一点，就是在执行期间，上市公司市值发生大幅提高或者降低，导致山水投

资每股对应的上市公司市值连续 3年以上超过或者低于每股价格 50%以上，受托人（张才奎）

有权利无义务作出提高或者降低收购价格的决定。  

 “好一个有权利，无义务，如果公司市值降低了，受托人就有权利降低回购价，而提

高了，受托人也没有义务提高回购价。对于付款方的任何调整决定，权利人只能服从。”付

明德表示：“这哪里有半点公平可言。”  

目前，在张才奎父子的高压下，已经有 3000 多名股东签订了同意退股的协议。  

王先生说，“山水集团由国企改制而来，职工当初是真金白银入的股，如今企业发展了，

职工理应得到回报。张才奎父子变相逼迫职工退股的做法，与十八大让老百姓共享改革成果、 

分享改革红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王先生说，他们已准备提起诉讼，

虽然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他们决心走到底，一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联合水泥遭天安折让 36%减持 5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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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华社 

联合水泥公布，控股股东天安向中国健康管理投资，以 5.328 亿元出售 3.7 亿股联合水

泥股份，已发行股本约 56.06%，每股作价 1.44 元，较停牌前收市价 2.25 元，折让 36%。  

完成后，天安将保留 1.25 亿股联合水泥股份，于买卖协议日期起至要约期结束止期间

内，不会出售或接纳要约。天安的持股权由 75%，降至 18.94%。天安预期应计之收益为 8402.5

万元。  

中国健康管理投资并以每股 1.44 元向联合水泥提出全购，涉 1.65 亿股，总金额 2.37

亿元。  

中国健康管理投资有意继续联合水泥现有业务，并无计划向公司注入任何资产或业务，

或促使公司于交易完成后收购或出售任何资产；亦无意私有化公司，并计划维持股份于联交

所上市。  

联合水泥及天安今早牌。联合水泥现跌 0.44%，报 2.24 元，天安则无升跌，报 6.19 元。 

 

西部水泥增长目标可期 

来源：南华证券 

西部水泥 (0743)为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西省及湖北省）之领先综合水泥生产商之一

及四川地区（包括四川省）主要综合水泥生产商。国家发改委继续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并

且随　环保标准的日趋严格，中小型和生产设备较为落后的产商将被淘汰，为集团创造良好

环境。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亦会推动相关住房、基建交通及其他公共措施建设，带来巨大的水

泥消费需求，长期利好水泥产业。  

有报导称，近期全国多地连续出现雾霾天气，各地政府就治理大气污染出台了水泥等行

业的节能减排措施，在下游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供给受限将引发价格持续上行，华东、

中南等旺季区域水泥企业盈利将明显提升，集团盈利增长目标可期。 

 

西部建设：大股东参与定增彰显信心 

来源：中财网 

大股东鼎力支持，未来两年发展可期 

今年 9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获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8 亿元，专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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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商品混凝土业务，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公司在重组完成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建筑

推动混凝土业务的平台公司，8 亿元资金将陆续注入公司。控股股东将大量资金注入公司，

显示了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募集资金将加速公司规模扩张 

公司在重组完成后计划进行规模扩张，有较强的配套资金需求。公司拟以不低于 12.12

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5.95 亿元的配套资金。控股股东新疆建工参与非公

开发行将有效保障公司此次定增的顺利进行，公司面对未来发展的资金压力将有所改善。按

照公司发展规划，近三年内公司将通过新建或并购新增 60 个以上混凝土搅拌站，对资金的

需求较为迫切，募集资金的到位将加速公司的规模扩张。 

业绩逐步兑现，成就行业龙头 

今年上半年由于公司面临整合的诸多事务，在推进业务发展上速度略低于市场预期。但

是随着公司在管理、技术、人事等方面的整合基本完成，在下半年进入施工旺季以后，公司

业绩出现明显好转，10 月份新疆地区单月净利润创出历史新高。我们预计公司今年销售混

凝土超过 2800 万方，增长接近 30%，明年销量增长将达到 30%以上。随着公司业绩的逐步兑

现，公司在商品混凝土市场的占有率也将逐步提高，成为混凝土行业的优质龙头企业。 

盈利预测与估值 

公司受益于大股东的巨大需求、商混需求增长及行业集中度提高，未来两年将是公司的

高速发展期。公司计划到 2015 年实现混凝土销量 4800 万方，完成营业收入 150 亿，净利润

7.6 亿。我们继续看好公司在获得大股东的资金以及市场的快速扩张能力支持下带来的飞速

增长，预计公司 2013-2015 年收入 81.65 亿元、105.79 亿元和 134.4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分别为 4.01 亿元、5.35 亿元和 6.89 亿元。对应 EPS0.86、1.15 和 1.48 元。维持

“买入”评级。 

 

拉法基瑞安水泥股东拒绝瑞安建业退出投资 

来源：财富瑞安 

瑞安建业公布，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接获由拉法基瑞安水泥另一股东发出的函件，据

此，另一股东声称行使其权利以终止公司退出 LSOC 的投资方案下的若干条文。  

董事会认为该终止行动为没有依据，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考虑对该行动所需采取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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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行动以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佳利益。  

鉴于拉法基瑞安水泥的持续亏损，董事会对另一股东管理拉法基瑞安水泥缺乏信心，并

谨此重申，公司的当前要务仍为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落实集团退出拉法基瑞安水泥的投

资。 

 

闽首家民营银行筹建 厦门建研集团拟参股 3000 万 

来源：海峡都市报 

福建首家民营银行“胎动”，厦门上市公司建研集团(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昨日宣布将参加商汇银行的筹建，将以 3000 万元参股商汇银行。而作为福建首家民

营银行，商汇银行由厦门总商会发起设立，预计将于 2015 年成立。  

建研集团 11 日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参股商汇银行，商汇银行拟注册资

本为 10 亿元，其中建研集团出资拟占注册资本的 3%。同时，建研集团同意按拟出资额 3000

万元的 2%入股，主要用于推动商汇银行成立的厦门商汇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商汇银行系采用发起设立方式，注册地址位于厦门市。参与筹办商汇银行的还有厦门企

业界众多“大佬”，大洲集团董事长陈铁铭、福信集团总裁吴迪都是主要发起人。  

记者从厦门总商会了解到，商汇银行筹办得到厦门市政府的力挺，股东人数为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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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 

 

Holcim Pursues Latin America Expansion 

——Holcim 有意扩大拉美市场业务 

（本刊编辑 蒋珊珊） 

瑞士水泥巨头 Holcim 公司已逐步下调在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的销售目标。而种种迹象

表明，拉丁美洲市场正逐渐复苏，公司有意在该区域推进扩张计划。  

Holcim 将寻找机会重返拉美市场，比如将在秘鲁新增水泥厂，以此来重新进入当地市场。

此外，Holcim 拉美地区负责人 Andreas Leu 于 12 月 6 日在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正

计划与 Cemex 公司进行部分资产互换。“如果能有机会进一步巩固我们在墨西哥市场的地位，

我们将非常需要。不过作为墨西哥 大的水泥生产商，想要 Cemex 公司有大规模的资产流动

似乎不太可能。”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一年前上任以来，花了一年时间推进和改革部分私有化的国有能源产

业和对高热量食物的增税，推迟了对于公共建设的支出。Andreas Leu 说：“现在墨西哥市

场已触底反弹，这是个令人振奋的迹象。” Andreas Leu 同时表示，这种好转迹象保守估计

将于明年开始。到 2020 年，墨西哥水泥市场的年需求量预计将增长 41%，达 4800 万吨。  

Holcim 现已筹资 34 亿瑞士法郎（38 亿美元）将拉丁美洲市场业务扩大到 9 个国家，公

司在该区域的业务范围已超过他们的欧洲同行海德堡集团和拉法基集团。但在墨西哥和巴西

市场，今年的水泥市场需求一直走低，公司已于 11 月 5 日宣布下调今年在这些地区的销售

增长目标。 

在巴西，目前世界杯球场的准备工作已基本结束，如今已不能给水泥市场起到太大的提

振作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较少。尽管如此，Holcim 公司依然投入 7.5 亿美元用于

增加产能。 

此外，作为公司在拉丁美洲的第五大市场，Holcim 正考虑重建秘鲁市场业务。同时公司

也正在考虑在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地区增加产能的可能性。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Cement maker Lafarge expanding capability in Malaysia with CDL 

——拉法基马来西亚公司计划建造建筑开发研究所 

（本刊编辑 钱智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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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拉法基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正计划在马来西亚筹建一所建筑开发研究所（简称：

CDL）。据悉，该公司目前是马来西亚 大的水泥生产企业，占据马来西亚地区 40%的市场份

额，而此次建设 CDL 是为了能够通过不断地创新研发，来满足当地客户不同的需求。 

关于实验室的建造成本，公司拒绝向外界透露，拉法基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Bradley 

Mulroney 告诉我们由于煤的生产占水泥生产成本的 30%，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设成本。因

此公司已经与某家煤炭供应公司签订了 12-18 个月的定价合同，从而减少了价格波动对建设

成本的影响。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马拉西亚的建设标准和促进可持续建筑的发展，拉法基集团还与

建筑业发展委员会（简称：CIDB）旗下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内容，公司将

与委员会一起针对水泥和混凝土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双方还将一起对建筑

施工人员进行培训和认证。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Ecuador cement sales continue upward trend 

——厄瓜多尔水泥销售继续呈上升趋势 11 月同比上升 5.9% 

（本刊编辑 王雅琪） 

2013 年，厄瓜多尔水泥销售继续呈上升趋势。今年 7 月，厄瓜多尔的水泥销量就开始有

所增长，厄瓜多尔水泥和混凝土研究所（INECYC） 新发布数据显示，厄瓜多尔的水泥销量

从去年同期的 52.18 万吨增加至今年 7 月的 58.48 万吨。2013 年上半年，厄瓜多尔的水泥

销量达近 36.9 万吨。根据厄瓜多尔水泥与混凝土协会报告称，2013 年 10 月，厄瓜多尔水

泥共销售 61.20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58.64 万吨有所上升；与 2013 年 9 月的 56.58 万吨相

比，水泥销量也有所上升。 

由于厄瓜多尔本身水泥行业发展有限，加上该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机

场、铁路等等，造成水泥、混凝土的需求量持续加大，本国供应量供不应求。近几年，外资

企业纷纷入驻该国建筑行业，大力发展水泥混凝土产业，从而推动了该国的发展。2013 年

11 月水泥销量达到 59.48 万吨，与 2012 年同期相比增长 5.9%。预计 2014 年，厄瓜多尔的

水泥销量还将继续增长，水泥行业还将不断发展。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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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s 8-month cement output exceeds 50m tons 

——伊朗：8 个月内实现水泥产量 5020 万吨 

（本刊编辑 钱智焘）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从今年 3 月 21 日至 11 月 21 日，伊朗实现水泥产量 5020

万吨，较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2.2%。其中，8 月份的产量 高，达到了 565 万吨。2013 年上

半年，伊朗对外出口了 967.3 万吨水泥及熟料，较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41%。其中，伊拉克

是伊朗水泥的主要进口国。 

对此，伊朗水泥行业协会秘书长——Abdolreza Sheikhan 表示，这 8 个月内所生产的水

泥，有 3980 万吨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水泥需求。此外，根据此次的数据可以预计，2013 年伊

朗的水泥总产量或将达到 8000 万吨。同时，伊朗已将 2014 年的水泥产量目标设定为 8500

万吨，可见伊朗对其水泥行业的发展相当重视。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Africa: Dangote Cement Unveils Huge Growth Plans 

——Dangote 水泥公司推出非洲扩张计划 目标成为非洲 大产品供应商 

（本刊编辑 王雅琪） 

Dangote 水泥集团近期宣布在集团未来几年将进行大规模扩张， 终目标是成为非洲

大产品供应商。 

Dangote 集团由非洲首富 Aliko Dangote 创办，目前 Dangote 是尼日利亚 大的水泥生

产商，在尼日利亚拥有三个工厂，并且计划扩张到非洲的其他 13 个国家，计划 2016 年底在

非洲的年产能达到 5000 万吨。Dangote 目前正在积极扩张业务。 

对于集团未来的计划，首席执行官 Devakumar Edwin 表示，集团在塞内加尔的工厂即将

投产，在南非的水泥合资企业也将于 2014 年初投产。这两个工厂是 Dangote 集团首批在尼

日利亚以外设立的工厂，此次扩张的目标是让集团成为非洲 大的水泥供应商。同时，集团

预计 2015 年还将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建水泥生产线，此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尼日利亚 大的水泥生产项目。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Holcim Q3 Profit Up, Sales Fall Amid Weak Demand 

——2013 年豪瑞集团第三季度报告简述 

（本刊编辑 钱智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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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瑞士水泥巨头豪瑞公司发表了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尽管公司在

欧洲、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业绩喜人，但是净销售额仍然下降了 7.8%。原因在于印度、

墨西哥等公司重点销售区域对建筑材料的需求较为疲软。数据显示，就亚太地区而言，受印

度市场需求疲软影响，该地区的净销售额下降了 19.9%。此外，墨西哥、加拿大以及巴西等

地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今年公司第三季度的净销售额为 52.9 亿瑞士法郎，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7.8%。不过与

今年第二季度相比，上升了 1.9%；第三季度股东净收益实现 4.69 亿瑞士法郎，较 2012 年

同期增长了 19.64%；第三季度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11.3 亿瑞士法郎，较 2012 年同期

下降了 5.1%。 

销量方面，第三季度公司水泥销量达到了 3570 万吨，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0.5%；骨料

销量实现 4540 万吨，较 2012 年同期增长 2.2%；混凝土产量则实现 3092.05 万方，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12.9%。 

豪瑞还对于今年的总销量情况作出了预计。公司表示，由于欧洲地区需求情况稳定，今

年该地区的水泥总销量或将超过 2012 年；亚太地区则“高开低走”，水泥总销量或可能与

2012 年持平；而拉丁美洲、北美及中东地区，公司则不太看好。因此，豪瑞认为，今年的

水泥、混凝土及骨料的总销量情况可能达不到去年水平。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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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第五、六批通过铁路用减水剂产品认证企业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 

截止到 2013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第五批铁路用减水剂产品认证并获得产品认证证书的

10 家减水剂生产企业和通过第六批铁路用减水剂产品认证并获得产品认证证书的 3 家减水

剂生产企业（排名不分先后）如下： 

表 1 第五批通过铁路用减水剂产品认证

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1 天津市飞龙砼外加剂有限公司 

2 上海拉法德建材有限公司 

3 四川西卡柯帅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4 贵阳绿洲苑建材有限公司 

5 沈阳市依力达建筑外加剂厂 

6 山西合盛邦砼建材有限公司 

7 天津冶建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8 上海三瑞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9 北京恒峰永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成城交大建材有限公司 

 

表 2 第六批通过铁路用减水剂产品认证

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1 北京中砼冠疆新航建材有限公司 

2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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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金盾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第七届理事会在河北召开 

来源：中国混凝土网 

2013 年 12 月 7 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七届二次理事工作会议在石

家庄市中茂海悦酒店召开。 

 

七届二次理事会大合影 

 

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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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兴南友潘进勇 

 

 

长安育才王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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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 

 

 

科之杰麻秀星 

本次会议目的主要在总结过去两年全国各省市外加剂生产和应用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外

加剂行业目前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探讨外加剂企业的发展机遇和途径，为 2014 年召开的第

十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做准备。  

近两年来，中国建材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按照中国建材联合会“十二五”发展规划

及总体工作要求，深入分析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在配合联合会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行业产业

政策，积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品牌建设，加大行业节能减排力度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分会参加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组织的会议 31 次；按月上报分会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共计 23

份；上报分会专项汇报资料及行业经济分析汇报 19 份。  

理事长姚燕在此次会议中还特别强调：我国建材工业正处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

构、转型升级、朝着实现超越引领世界建材工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要分析和把握当前面

临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混凝土外加剂分会的主要任务，提

升分会工作能力与水平，提升分会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引领协调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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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混凝土网 CEO 王骅 

 

 

奥莱特郑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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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赵兰英 

 

 

奥克宋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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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岩佟立金 

各地区理事及代表在会议上将各区域混凝土及外加剂市场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与会人

员对于混凝土外加剂市场情况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其中，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辽

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瑞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将企业发展经验及新产

品、新技术作出介绍，让与会人员对整个市场情况有所了解、掌握。 

会议仅持续两天，整个会议将理事会工作总结情况、来年筹备情况及市场发展格局一一

做出报告，会议开展十分圆满成功。 

 

新疆阿勒泰地区预拌混凝土产量不断增长 

来源：新疆阿泰勒地区散装水泥办公室 

预拌混凝土有利于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预拌混凝土全部使用散装水泥，大幅度地减少

使用袋装水泥时的包装物、残余水泥等方面的资源浪费。工业化的商品混凝土生产还可以

大限度地使用粉煤灰、矿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同时大幅地减少了施工现场产生的建筑垃圾。 

新疆阿勒泰地区为减少了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在城区的运输流量，减少交通噪音、尾

气排放、路面遗洒，改善城市及周边环境面貌，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和文明施工水平。阿勒泰

地区各县（市）积极推广预拌混凝土的使用，目前，吉木乃县和青河县已全面禁止在城市施

工现场搅拌混凝土，阿勒泰地区今年 1—11 月累计生产预拌混凝土 9.14 万立方米，同比增

长 34.29%。 

 

西部大开发投资规模再扩大 千亿蛋糕待享 

来源：证券时报网 

高层对于继续加大 2014 年西部大开发的表态，显示了国家加速西部地区发展的决心，

有望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重要题材。以交通建设为主的四川路桥(600039)和西部建设

(002302)，以水利建设为主的大禹节水(300021)和青龙管业(002457)设等涉及西部大开发的

个股值得重点关注。   

发改委网站 20 日消息，2013 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了重点工程 20 项，投资总规模 3265

亿元，包括基建、配电等工程，致力于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改

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预计 2014 年国家将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维持在千亿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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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之上。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市场热点散乱，缺乏持续性的热点题材。本次，高层对

于继续加大 2014 年西部大开发的表态，可能预示着明年西部大开发的投资有望再次扩大，

这将为场内投资者提供重要题材，相关概念股值得重点关注。   

西部大开发：回顾 2013 展望 2014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2013 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了重点工程 20

项，投资总规模 3265 亿元。  

20 项新开工重点工程分别是：国道 317 线四川马尔康至俄尔雅塘段改建、西藏类乌齐至

丁青段公路整治改建工程，云南嵩明(小铺)至昆明公路，新疆乌鲁木齐绕城公路东段，重庆

江北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跑道建设工程，宁夏银川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西部支线机场建设，

贵阳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南宁城市轨道交通 2 号线，四川南江红鱼洞水库及灌区工程，中

国石油云南 1000 万吨/年炼油项目，甘肃民勤红沙岗风电基地，陕西榆横矿区小纪汗煤矿和

彬长矿区高家堡煤矿，神华宁煤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保德区块北区煤

层气开发项目，西藏藏木、旁多水电站送出工程，哈密风电基地二期工程，新疆 750 千伏输

变电工程，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吨氯化钾项目，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循环经济和结构调整项目，(20)京东方重庆 8.5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项目。   

此外，高层还表态，国家将继续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西部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交通和水利两

块“短板”问题。   

据中证报报道，分析人士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2013 年西部大开发

的投资总规模为 3265 亿元。市场人士预计，2014 年的西部大开发投资规模有望超过这个数

字，而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交通和水利两块“短板”的问题则为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选择标的

指明了方向。此外，2013 年新开工的 20 项重点工程尚未全部建设完成，后面可能仍会有工

程陆续招标、投产，如果 2014 年西部大开发投资规模继续扩大，两相叠加所打开的市场空

间将十分巨大。   

两思路分享千亿大蛋糕   

近期，市场热点较为散乱，缺乏持续性的热点题材。考虑到 2013 年的投资规模已经达

到 3265 亿元，本次，高层对于继续加大 2014 年西部大开发的表态，显示了国家加速西部地



                                                    上海砼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 73 号 

电话：021-65983163 

传真: 021-65983162 

版权所有 严禁转载 

区发展的决心，有望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重要题材。从 2014 年西部大开发的投资方向

来看，交通建设和水利建设仍然是两个重要的投资方向，投资者可以从这两条主线来分享千

亿元的大蛋糕。以交通建设为主的四川路桥和西部建设，以水利建设为主的大禹节水和青龙

管业设等涉及西部大开发的个股值得重点关注。 

 

2013 年广东省水泥与混凝土年会在湛江市召开 

来源：广州市混凝土行业协会 

在国家经济进入调整期，转变发展模式、绿色低碳成主旋律的大好环境下，广东水泥和

混凝土行业在湛江市召开了 2013 年联合年会，大会于 2013 年 12 月 5—7 日在湛江市海滨宾

馆举行。 

12 月 5 日晚的大会开幕式上，广东省水泥和混凝土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讲了话，主办单

位致词。向水泥企业甲级化验室授牌和向第二批信用评价 A级混凝土企业授牌。全省至今已

有 6 家预拌混凝土企业获 3A 等级，5 家预拌混凝土企业获 2A 等级。 

12 月 6 日的专题会议分为“水泥专题”和“混凝土专题”二个主会场。多位水泥与混凝

土专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分别作专题技术报告。 

在“混凝土专题”会场，由华南理工大学樊粤明教授、文梓云教授，揭阳秦邦混凝土公

司丘忠建站长，深圳市圳驰科技公司辉宝琨总工，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吴昆博士等作混凝

土和预拌砂浆方面的专题技术报告。 

樊粤明教授的报告《砂石品质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详细分析了混凝土中粗、细骨料（石、

砂）的主要作用及要求，对骨料质量、颗粒、级配等要素对混凝土质量的影响，提出了对骨

料质量的理想目标和砂石企业的工作方向。 

文梓云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我国混凝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以其多年来对我

国混凝土行业的研究心得集成的专著《中国混凝土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作了详细介

绍。 

揭阳的丘建忠站长在《浅析机制砂在预拌混凝土中的应用》中针对目前河砂资源性紧缺

和质量问题，开展机制砂在混凝土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对在预拌砼生产中使用机制砂实践进

行了分析和总结。 

圳驰科技公司辉宝琨总工在《预拌砂浆生产和使用探索》中详细讲解了预拌砂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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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设备和砂浆的使用问题。 

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吴昆博士在《超缓凝湿拌砂浆》中介绍了预拌砂浆发展现状、超

缓凝砂浆的设计改性、生产质控与施工工艺、工程应用、湿拌砂浆技术发展趋势等技术问题。 

后，由省砼协会介绍了《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搅拌站指南》编制简介。为

推进预拌混凝土行业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规范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促进全省预拌

混凝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参考先进省市的做法，广东省编制了《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绿

色生产搅拌站指南》，今年9月在梅州市召开的2013年全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技术交流会上，

省散办发布的“初稿”向各地散办、协会和企业征求意见，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将在适当

时候颁布实施。 

大会还组织参加会议代表参观湛江市干混砂浆企业天之润砂浆有限公司。 

 

杭州：预拌混凝土质量大检查 两企业被撤销资质证书 

来源：杭州日报 

有一个形容现代城市的词语，叫做钢筋混凝土的森林，由此可见钢筋、混凝土在城市建

设的巨大作用。一幢商品房、一条道路、一座高架桥……这些建筑工程安全与否，与建筑材

料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近段时间，杭州市建委组织了 3 个检查组，对杭州市预拌混凝土质量安全情况进行专项

督查。  

近日，建委公布了检查情况（记者注：预拌混凝土，是指在工厂或车间集中搅拌运送到

建筑工地的混凝土，多作为商品出售，故也称商品混凝土）。  

从检查情况来看，强度指标抽查合格率达 98%，大部分企业厂区内部能够配备充足的消

防器材，危险区域有警示标识，搅拌车的三项技改（GPS、转弯语音提示、防护栏改装）均

已到位。全行业质量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从业人员素质有一定提高，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有

所加强。  

不过，检查情况显示，仍有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在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根据检查结果，因为存在严重问题，杭州长河混凝土有限公司和杭州宏翔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被撤销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企业资质证书，有 3 家企业被通报批评并责令停产整顿，7

家企业因为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被通报批评，6 家企业因为发生交通安全死亡事故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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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安全死亡事故被通报批评。另外，因为对混凝土质量控制不力，被新闻媒体曝光，引

起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恒基混凝土公司也被通报批评。 

 

兰州新区成立商品混凝土协会 

来源：兰州晚报 

随着兰州新区预拌混凝土市场的发展，为强化行业管理，规范企业行为，营造一个公平、

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12 月 13 日，兰州新区商品混凝土协会在兰州新区成立。协会由

兰州新区社会保障局批准成立，目前有会员单位 16 家，企业员工 1200 人。张昌顺当选协会

首届会长，韩生孝当选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一年来，城区道路已达 300 多公里，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这为兰州新区混凝土行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目前有数家混凝土公司加入到了新区开发

建设的大军中。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兰州新区混凝土行业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今后，协

会将定期发布 低指导价，绝不压级压价，哄抬物价，确保兰州新区混凝土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 

 

江苏常州混凝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企业生存艰难 

来源：人民网 

11 月以来，混凝土市场价格普遍上涨。而此时有人通过网络等渠道发布信息称，这是混

凝土企业垄断市场所为。对此，常州市混凝土协会通过本报严正声明，这些说法歪曲了事实。

该协会昨天同时发布行业真实状况，并吁请社会各界监督，共同促进混凝土及相关行业健康

发展。  

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生存艰难  

市混凝土协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混凝土行业仍处于小而散状况，集中度不高， 大企业

的市场占有率也不足 10%。现有的 36 家企业（其中上规模的有 22 家），从业人员 9000 多人，

年产值 高值约 70 亿元，上缴各项税费约 7 亿元。  

该行业 大的问题是产能严重过剩。统计显示，市区混凝土年产能达 6000 万立方米，

而实际需求约 1600 万立方米， 高年份也不过 1800 万立方米，近 6 成产能过剩。企业间压

价竞争造成行业全面亏损，众多企业奄奄一息，已有几家相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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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供需关系下，有些采购方和项目发包方按照谁低价、谁欠账多，就让谁中标。市

建设局质监站为保证产品质量，确定了指导价和预警价，规定发包 高不得下浮 17%，但事

实上，全市合同成交价普遍在指导价以下 22%-32%。  

据了解，拖欠混凝土企业款也成为潜规则。初步统计说明，全市混凝土企业有近 50 亿

元的货款被拖欠，还有相当比例的坏账、死账，有的企业因资金周转不开而陷入巨亏，有的

被迫关门。这也导致了大量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在供需双方众多的经济纠纷中，95%源于

拖欠款。  

原料价格暴涨企业雪上加霜  

本来就生存艰难的混凝土行业，今年进入第四季度以来又遭遇原材料价格暴涨。与 1 个

月前相比，石子已从 50 元/吨涨到 80 多元/吨，黄砂从 100 元/吨涨到 180 元-230 元/吨，

42.5 号水泥从 250 元/吨涨到 460 元/吨。 混凝土企业迫于生存压力，被迫作出价格链传导。  

市混凝土协会分析，这次石子、黄砂、水泥涨价，缘于供应偏紧。因国家环保政策逐步

落实到位，周边石子开采纷纷减产、关闭，混凝土原材料必须从遥远的外省僻远区域运来。

此外，目前正值长江枯水期，水位极低而发生砂源紧张、河流倒灌、船闸关闭，黄砂从采砂

到运输各环节均不畅。水泥也因节能减排、控制产能、排放粉尘标准提高而减产。  

市混凝土协会认为，这波混凝土价格异动是阶段性、季节性的，枯水季过后，会随黄砂、

石子、水泥价格下滑自然回落。另外，也不会传导到房价，原因是混凝土在房价构成中占比

较低。据测算，每平方米建筑用砼约 0.3-0.4 立方米，此次涨价，建筑成本增加了 30-40

元/平方米，对常州 7500 元/平方米左右的均价影响不大，平均占房价 0.47%。  

呼唤良性互动避免恶性竞争  

据市混凝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混凝土涨价后，整个行业不堪重负的状况稍有改观，

但仍处于微利状态，经测算，涨价后利润率约维持在 3%-5%。  

市混凝土协会呼吁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承包商共同面对市场客观现实，在和谐、包容的

心态中共谋发展，为构建维护好常州建筑业经济秩序而共同努力。而极少数人为了个人利益，

借机攻击混凝土行业，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进行人身诽谤，只能加剧供求双方的矛盾。  

此外，市混凝土协会希望有关管理部门加强调控，避免重复投入，减少资源浪费。 

 

河南安阳：兴聚源混凝土年产 52 万方拌站扩建项目通过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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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殷都区人民政府 

近日，殷都区发改委为安阳兴聚源混凝土有限公司申请的年产 52 万 m3 预拌混凝土搅拌

站扩建项目上报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进行备案。经审核，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

入条件，12 月 12 日通过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项目编号：豫安殷都工[2013]00068。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北蒙办枯河村 107 国道南侧，总投资 1100 万元。计

划建设年限：2013 年 12 月—2014 年 2 月。企业主要产品产能和产量：年产预拌混凝土 78

万立方米，企业上年度资产总额：8000 万元，上年度销售收入：150 万元。项目预期新增年

销售收入：15600 万元，其中：利税 4000 万元。 

该项目在厂区内扩建一条生产线，新增产能 52 万 m3，占地 4000 ㎡；生产工艺：原材料

进厂检测—计量配料—搅拌—出厂检测—成品；主要设备：购置预拌砼成套设备一条，项目

建设严格执行环保、安全三同时原则；本项目是国家推广项目，市场需求量大，前景良好。 

 

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工作会在上饶市召开 

来源：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 

12 月 12 日，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工作会在上饶市玉山县召开。会议

主要任务是通报全省 2013 年行业运行及行业管理工作情况、研究部署 2014 年全省行业管理

工作。会议由省散预办陈云庆副主任主持，省散预办刘文斌主任出席会议，玉山县章雪峰副

县长在会上致词。  

陈云庆副主任通报了 2013 年全年行业运行情况，他指出，2013 江西省行业保持了良好

发展势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绩显著。全省散装水泥供应量预计达到 4800 万吨，同比

增长 20%左右；预拌混凝土供应量预计达到 4000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40%；预拌砂浆供应量

预计达到70万吨，同比增长28%，截至11月，南昌市和新余市预拌砂浆供应量分别达到50.77

万吨和11.63万吨，占全省79.76%和 18.27%。1至11月，全省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7392.76

万元，同比增收 0.22 万元，增幅为 43.59%。县（市）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 3355.92 万元，

占全省 45.39%，同比增收 1154 万元，增幅为 52.45%。同时，他还指出，虽然全省行业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还要下大力气

加以解决，以推动行业进一步健康有序发展。  

刘文斌主任对 2013 年全省行业管理开展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对 2014 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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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各项指标和主要任务进行了布署，强调重点要抓好五项工作：1、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

的建设。结合省人大开展的对条例的执法检查情况，启动条例修改程序。出台《江西省散装

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指导意见》和《江西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准入条件》，

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建立行业退出、调整机制。2、强化行业管理。健立完善散装水泥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做好产品目录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督，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继续鼓励

支持各设区市建立 ERP 质量管理平台。组织开展行业企业内部试验室的验收工作。推动行业

资源综合利用，建立省级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年度重点支持发展指南，确定项目补贴重点方向。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参谋、助手的作用。3、加强执法监督检查，贯彻落实政策

法规。规范执法程序，优化执法环境，并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检查，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

进一步提高行业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开展多种方式的培训。4、加大宣传

力度。大力宣传发展散装水泥的重要意义，加大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科普力度，

形成全社会发展散装水泥共识。5、探索农村推散新思路。加强对农村发展散装水泥工作的

宣传和引导，提高农村散装水泥的使用比例。加强农村散装水泥网点建设，加大农村散装水

泥设施设备的投入，创新培育混凝土“禁现”示范县。  

 

会议认真听取了各设区市、部分（县）市散预办对行业发展及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并就明年主要工作及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了交流，讨论了《江西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

浆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  

江西省散预协会宋冬生会长、上饶市工信委罗来想副主任、玉山县工信委章仁斌主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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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出席了会议，各设区市、部分（县）市散预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广州：出售混凝土给违建每场所或罚五万元 

来源：大洋网 

近日召开的广州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次审议《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

监察条例（修订草案）》，遵循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原则，拟对违法加建、改建的当事人

拒绝入户调查取证的处罚条款调整罚款额度，从十万元调整为五万元。 

另外，经反复斟酌，草案还作出规定：“规划土地监察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向违反

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建设工程供水、供电或者出售预拌混凝土的，收到

整改通知后未按要求配合执法的，按每场所五万元处以罚款。” 

 

云南昆明：嵩明国税清整混凝土行业 查补入库税款 161.01 万元 

来源：生活新报 

日前，嵩明县国税局对辖区内的 7户水泥、沥青混凝土企业进行了全面清理检查，查出

有问题纳税人 5 户，查补入库税款 161.01 万元。其中增值税 140.33 万元，企业所得税 13.87

万元，滞纳金 6.81 万元。 

今年以来，嵩明国税局制订了《嵩明县国家税务局 2013 年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

案，成立了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为税收专项检查及专项整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

今年的税收专项整治工作原则上采取纳税人自查与税务部门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处

理上遵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 

 

北京：20 家有效开展质量评估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受表扬 

来源：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监督总站通过逐步完善评估信息平台，使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企业质量管理工作切

实形成了“企业自评、政府评价”的质量预控和差别化管理体系，通过加大公示力度，形成

了现场和市场“两场”有效联动，对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实施有效差别化管理和政府有

效差别化监管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轨道、房建、市政等建设工程提供了有效保障。 

根据 2013 年监督工作设定的检查要点，监督人员对全市 159 个预拌混凝土站点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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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进行了质量评估打分，其中，质量管控到位，得分排名在前 20 的企业有（排序不

分先后）：北京城建(600266,股吧)亚东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北站）、北京（楼盘）大成混

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混凝土

分公司（王四营站）、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田村站）、北京城建九混凝土有限公司、北

京冀东海强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盛和诚信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中超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奥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

恒站）、北京市玉泉路构件厂、北京市同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市承顺成混凝土有限公

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北京水源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北京永丰伟业混

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铁建永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北京市昌平一建建筑有限

责任公司环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北站）。 

随着市监督总站对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企业质量评估工作的继续深入展开，在今后的工作

中，通过监督执法与质量评估有机结合，“双轮”驱动，构建以安全质量为核心的信用管理

体系，以此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增强全局和风险的预控管理能力，真正实现“掌握全局、管

住过程、自主自律、构建竞争、两场联动、闭合管理、差别监管、远离底线、追求一流”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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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混凝土

陈德鹏

湿热变形数值模拟

(安徽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马鞍山243002)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08)

摘要：为研究混凝土湿热耦合变形，基于混凝土微观组成结构特点，根据多物理场耦合作用和多

孔介质湿热传输原理，建立了混凝土湿一热一力多物理场模型．并利用COMSOL数值仿真软件和

提出的混凝土湿膨胀系数，在人机交互环境下，实现湿一热一力耦合数值求解．首先以Hundt试验

为算例，验证了耦合模型和求解方法的可行性，然后利用该方法对某隧道混凝土湿热耦合变形进

行了模拟计算．将多物理场耦合数值模拟结果与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计算结果和现场光纤光栅

监测结果对比表明，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混凝土湿热耦合变形数值模拟更接近监测结果，更能反

映实际物理过程且具备更好的通用性．

关键词：多物理场；混凝土；湿热变形；多孔介质；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玎J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505(2013)03旬582旬6

Mldti—physical 6eld coupling simulation

of hygro-thermal deflo肿ation 0f concrete

Chen Depeng

(Sch00l of Civil Engin∞ring，Anhui Univers时of Technology，M啪sh卸243002，China)
(State Key hboratory of High Pe加n锄ce Civil En百neering Mat嘶als，Ji锄gsu触Ⅱly of BIlilding Science Co．，Ltd，N删ing 210008，Cllina)

Ak渤．act：Based on tlle IIlicrostnlctllre of concrete，a hygro—memo—mechan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t0 inVestigate吐le hygro—memal defomation of concrete according to me coupling ef艳ct of multi—

phVsical field and tlle仃ansfer mechanism of moistllre and heat in pomus medium．The COMSOL

software is used to solVe t11e hygm—tlle册。一mechaIlical coupling question in an interactiVe enViron—

ment witll t11e help of tlle presented moismre expaJlsion coemcient of concrete．The feasibili田of tlle

model锄d tlle solution metllod is validated by Hundt’s experimental results．And me hygro．memlal

defomlation of a lake tunnel is also numericallv simulated bV COMSOL．The result of COMSOL

multi—phVsical nuInerical simulation，tlle numerical result of hybrid aIlalytic．finite element metllod

(A—FEM)memod aIldⅡle fiber Bragg grating(FBG)monitoring data are comparatiVely柚alyzed．

It is revealed tIlat me COMSOL simulation result is more close to me field test data man mat of tlle

A．FEM metllod．It can be concluded t11at ttle COMSOL simulation is more adequate to reveal tlle

physical progress of concrete defonllation wim better feasibility．

Key、阳rds：multi—physical field；concrete；hygro—tllemlal defo珊ation；porous medium；numerical

simulation

混凝土材料自身的变形性能有其湿、热变化本

质并存在耦合作用‘1引，对于研究混凝土结构的变

形开裂及耐久性至关重要．混凝土的体积变化难免

会造成混凝土及其结构的变形开裂，使混凝土的渗

收稿日期：2012．12．29． 作者简介：陈德鹏(1978一)，男，博士，副教授，dpchen@se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2们OcB7358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108002)、安徽省高等学校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旺01lA049)．
引文格式：陈德鹏．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混凝土湿热变形数值模拟[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3)：582—587．[doi：lO．3969／

j．issn．100l—0505．2013．0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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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大幅增加，混凝土的碳化、化学侵蚀、钢筋锈蚀

等耐久性能劣化过程更容易进行，对混凝土耐久性

极为不利∞训．混凝土是一种典型的多孔介质，将

多孔介质的传热传质原理应用于混凝土湿热耦合

传输及变形数值模拟计算，已成为混凝土研究的主

要热点之一【5刮．可用于混凝土湿热耦合数值模拟

分析的方法有以下4种：①基于多孔介质热、质迁

移的唯象热力学方法；②以Luikov传热传质耦合

方程为基础的数值分析方法；③有限元分析方法；

④多物理场耦合分析软件．热流唯象方程同时考

虑了热流驱动力与质流驱动力的影响，而质流唯象

方程只考虑了质流驱动力的作用，没有涉及热流驱

动力对质流作用的交叉项，因而，未能全面揭示热、

质交叉效应．因受试验条件和许多材料参数的影

响，唯象学分析方法难以在实际中应用一J．以

Luikov传热传质耦合方程为基础的数值分析方法，

主要用于多孔介质的传热传质分析，但在求解温湿

度耦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①由于存在

很难计算的复杂特征值而得不到结果；②在控制

方程和边界条件同时耦合时无能无力；③准确性

欠佳，难以反映出多孔介质内的温湿度分布．用传

递函数对耦合传输进行求解的方法则相对可

行¨0|，但该解析法要求的条件较严格，传递函数的

选择较难，尤其是对于研究环境温湿度条件变化情

况下的混凝土内部温湿度分布及由此导致的混凝

土变形，已很难利用传递函数进行求解．此外，主流

的商业有限元软件还难以直接计算出混凝土中的

湿度应力及变形．近年来出现的多物理场耦合模拟

计算软件，易于将不同物理场耦合起来进行模拟，

已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基于偏微分方程对科

学和工程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计算的交互开发环

境系统COMSOL Multiphysics已在多个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

本文利用COMSOL软件对混凝土湿热耦合

变形进行数值模拟，并结合算例，与实际实验结果

和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A—FEM)结果进行比较，

以探讨利用cOMsOL软件进行湿热耦合甚至湿一

热一力耦合作用下水泥基复合材料内部温湿度场、

应力场及耦合变形行为的数值模拟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1 多物理场基本模型

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对水泥基复

合的湿热传输和耦合变形行为进行模拟计算时，物

理过程数学模型与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中的湿热

耦合传输模型不同，有关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的

相关内容详见文献[11]．

1．1湿扩散模型

通常，假定多孔水泥基材料中的湿传输为扩散

形式，且湿度梯度是湿度(液态水和水蒸气)的驱

动力，根据Fick定律和质量守恒方程，对于一维传

输有如下方程口J：

击(D。尝)也=警 ㈩

式中，M为湿含量；D。为湿扩散系数，实际计算

时，应对湿扩散系数进行修正，即用考虑Knudsen

扩散影响的混凝土湿扩散系数D址替换D。，D础=

D。k，b为Knudsen扩散影响系数旧1；Q。为湿源

或湿汇．

1．2热传输模型

通常采用Fourier定律来描述水泥基材料中的

热传输，导热系数则是已经考虑了内部对流等影响

的表观导热系数(或称名义导热系数)，则一维情

况下热传输模型可表示为

一击㈠期+Q-pc，等 ㈩

式中，Q为热源或热汇，是由水泥水化放热或其他

非传热过程引起的热量变化；r为温度；p为水泥基

材料表观密度；c。为水泥基材料的比热；A为水泥

基材料的名义导热系数．

1．3力学平衡方程

假定不同因素引起的混凝土的应力均作用于

材料整体，考虑到湿度孑L隙压力和热应力，本构关

系可以简化为混凝土总应变(占m。)与不同因素引起

的应变之间的关系，即

占all 2占。+gt+ssh (3)

式中，占。为外荷载引起的弹性应变；占。为热应变；

占曲为干缩应变．

温度变形可以根据温度场利用混凝土材料的

线性热膨胀系数直接得到，而湿度分布引起的湿度

变形很难如温度的变形效应一样直接进行处理．本

文使用湿膨胀系数来解决湿度分布难以进行变形

计算的难题，并使得湿度变形计算像温度变形计算

一样简单．模仿热膨胀系数，将湿膨胀系数定义为

材料内部单位湿度变化所导致的体积变化或长度

变化．

2 基于COMSOL的多物理场耦合

模拟计算

瑞典COMSOL公司开发的COMSOL Mul-

http：／／joumal．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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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hysics是一款大型的高级数值仿真软件，因其高

效的计算性能和杰出的多场直接耦合分析能力，被

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工程计

算¨2|．在交互环境下，对于基于偏微分方程组的多

物理耦合过程，cOMsOL不再需要编制复杂的偏

微分方程组的求解器，而是利用其内嵌的多种物理

模型如化学反应工程模型、热传导模型、结构力学

模型等．偏微分方程组模式是其功能最强大、最灵

活的求解方法，有3个数学应用模式描述偏微分方

程组：系数形式(coemcient fo瑚)、通式(general

fo唧)和弱形式(weal(fom)．通常，通式模式适宜

求解非线性问题，已足够解决大部分多物理场耦合

问题．本文围绕混凝土中温湿度场和湿热耦合变形

的湿—热一力三场耦合问题，综合采用通式微分方程

组(描述热传导方程和湿扩散方程)和结构力学模

型进行模拟计算．

确定物理场模型后，可利用GUI界面进行模

型选择和尺寸、参数定义等，然后进行网格划分、定

义边界条件等，从而可运行COMSOL进行计算．

COMsOL在求解过程中，首先把结构力学模型和

通式微分方程组结合起来进行转换，转变为统一的

通式形式的微分方程组，然后进行求解得到温度

场、湿度场和位移场，实现三场的耦合求解．利用

coMsoL分析多物理场耦合问题，可以避免一些

松散耦合解法求解多物理场问题的误差，实现了多

物理场的过程耦合，得出的物理过程的数值解答更

加准确¨3。．COMSOL的求解结果可以用等势线、

曲线、云图及动画等多种方式来表达．

3算例分析

试验数据取自Hundt开展的长达3年的混凝

土变形试验，6个混凝土试件的尺寸均为2．4 m×

0．4 m×0．4 m¨4|；另外，利用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

法对Hundt试验情况进行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也

作为对比数据．在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求解中，首

先将湿热耦合传输偏微分方程、边界条件和初始条

件进行Laplace变换，再利用传递函数将耦合方程

组转变为比较容易求解的四阶偏微分方程，然后在

Laplace域中进行求解，最后再对L叩1ace域中求解

结果进行L印lace逆变换，就可得到时间和空间上

的温湿度分布．根据温湿度分布的解析结果，湿度

分布还需要首先进行应力转化过程，然后通过有限

单元法计算混凝土在温湿度耦合作用下的变形及

规律‘11|．

Hundt试验的试验条件如图1所示，试件侧表

面(不含端面)经处理成为绝热绝湿状态保证其一

http：／／joumal．seu．edu．cn

维扩散，试件一端密封置于80℃的温度环境中，另

一端不作密封处理置于瓦=20℃、Im=45％的环

境中．试件成型后对混凝土试件不同位置的温度进

行了测定，并继续对经28 d标准养护后的混凝土

试件进行湿度分布及变形测试．图中，％为试件内
部初始湿含量，瓦为内部初始温度．

端面l

密封

瓦=80℃

端面2

瓦=20℃

妞=45％

图1 H岫dt试验试件及边界条件示意图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利用COMSOL进行模拟

计算与利用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进行计算分析中

需要用到的混凝土参数见表1．数值模拟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见图2和图3．

表1 混凝土湿热耦合变形计算所需参数

g
≥
制
魁
邀

图2混凝土试件长度变化

图3混凝土内部湿含量(550 d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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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和图3可看出，混凝土试件长度和含湿

量的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值符合很好，说明通过该

方法对混凝土材料及结构进行变形模拟分析是可

行的．图3中曲线的形状可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解

释：①受端部环境湿度影响，混凝土内部湿流向端

面2扩散；②由于附近高温环境的影响，密封端湿

流向端面2方向迁移．因此，试件中部混凝土饱和

后的湿含量比初始时还要高．

4工程应用实例分析

某浅埋湖底隧道采用放坡明挖法施工，大开挖

后隧道主体结构采用现浇混凝土跳仓法施工，每隔
60 m设置竖向变形缝，竖向变形缝间混凝土跳仓

施工段内设置3个施工缝，形成长度为15 m的4

个施工段，施工段内按底板一中隔墙一侧墙一顶板的

顺序进行混凝土浇注．利用本文提出的基于cOM—

SOL多物理场耦合数值模拟方法对隧道侧墙混凝

土的变形进行模拟计算，数值模拟结果与主体结构

侧墙某伸缩缝处位移的光纤光栅监测结果、解析一

有限元结合解法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4．1数值模拟分析建模

根据混凝土材料及跳仓施工的特点，计算中采

用如下假定：①混凝土为多孔介质且内部均匀连

续，因此初始温湿度分布均匀；②钢筋混凝土的比

热、导热系数等热物参数可利用改进的加权平均方

法由混凝土、钢筋自身参数值进行推定¨副；③墙

板内不同长度上的温湿度在距表面相同深度处的

大小相同；④径向混凝土板两端自由伸缩；⑤因

关注隧道服役期间的混凝土变形，故忽略水泥水化

热的热变形效应；⑥模拟计算自成型后60 d始，根

据同配比混凝土室内试验及现场测试，受水泥水化

影响的混凝土变形平均值取为230×10～．

根据隧道主体结构施工时的竖向施工缝和分

层施工高度，取15 m×1 m×3 m的墙板作为分析

对象，如图4所示．

空

图4混凝土墙板尺寸示意图(单位：m)

在隧道结构内侧(工=0)，假定空气与混凝土

直接接触(建设期内)，空气中温湿度将对混凝土

内部温度和湿度产生影响，应属于第三类边界条

件．实际模拟分析中，环境温度和湿度此时应属于

温湿度函数在结构边界上已知的情况，见图5．实

际计算中，每天的温湿度分布由实验值通过插值

得到．

4 5 6 7 8 9 10 ll 12 1 2 3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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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隧道内部年度月平均温湿度

在隧道外侧(工=z)，自防水结构混凝土和外包

防水层的综合效果较好，可认为无水分交换，且由

于隧道侧墙混凝土在一定深度湖底的土层中温度

相对恒定，因此可假定为绝湿绝热边界．

混凝土中初始温度和湿度认为是均匀分布的，

根据测定，隧道主体结构混凝土初始温度为12℃，

初始湿度为3．5％(对应于RH=95％)¨1．

4．2模拟计算结果及分析

在实际应用算例的模拟计算中，所用到的混凝

土基本湿热物参数与利用解析一有限单元结合解法

相同¨¨，由于采用了“线性湿膨胀系数”，原解析一

有限元结合解法中的变形相关参数无需再使用，见

表2．

4．2．1温湿度分布

利用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混凝土湿热耦合变

形模拟方法和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对某隧道混凝

土墙板进行模拟计算，得到的内部温湿度分布情况

见图6．图中，“∥Z=0．4”表示距离内侧表面相对

深度为0．4处的位置．

从图6可看出，在隧道内侧为时变环境边界条

件、外侧为绝热绝湿条件的情况下，混凝土内部温

湿度分布的变化滞后于实际环境温湿度的变化，且

http：／／joumal．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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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数值模拟中所用的混凝土参数

冰
＼
蜘】
细

则

时间／d

(a)温度分布

时间／d
(b)湿度分布

图6混凝土内部温湿度模拟计算结果

随距混凝土表面深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距离内表

面越近，试件内温湿度的波动幅度也越大；而隧道

外侧混凝土内的温湿度变化波动较小．湿度和温度

变化曲线的发展趋势相反．图6(b)中，240 d时较

大的湿度变化应与此时期内混凝土内部水分因环

境温度较高而蒸发比较活跃有关．

4．2．2湿热耦合变形

COMs0L法和解析一有限元结合解法的湿热

耦合变形结果如图7所示．

由图7可见，距离隧道内表面较远时，混凝土

http：／／joumal．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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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毯
好
娶

图7 混凝土湿热耦合变形的CoMSoL数值模拟结果

内部温湿度变化对环境温湿度变化不敏感．与环境

温湿度的波动相比，混凝土变形的变化存在滞后

性，这符合导热性差的混凝土的热胀冷缩特点．

4．2．3横向伸缩缝位移

为了与光纤光栅监测结果(伸缩缝位移)进行

比较，首先将COMSOL和A．FEM模拟的应变结

果乘以伸缩缝间墙体长度得到伸缩缝间墙体变

形值．

由图8可知，混凝土变形的COMSOL数值模

拟结果比解析—有限元结合解法结果更加接近光纤

光栅实测结果，变形发展规律与光纤光栅监测结果

基本一致，较准确地反映了混凝土在真实结构中的

变形发展情况．

I
蠢
毡
趔
婿
圣

图8光纤光栅监测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比较

5 结论

1)根据混凝土的多孔介质特点，基于多物理

场耦合和多孔介质湿热传输原理提出了可利用

COMSOL进行计算的湿一热一力多物理场模型．经

算例和工程实例模拟计算证实了多物理场模型的

正确性和COMSOL软件进行混凝土耦合变形计

算的可行性．

2)本文中的算例及工程实际应用实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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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基于多物理场耦合利用COMsoL计算混凝

土内部温湿度分布、应力及变形比利用解析一有限

元结合解法进行求解更加方便，模拟计算结果也更

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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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羧酸系减水剂性能特点 

及在水泥混凝土工程中的应用 
李 兵 

摘 要：聚羧酸系减水剂是目前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应用前景最好、综合性能最优、绿色环保的新 
一 代减水剂，由于现阶段人们关于聚羧酸系减水剂的认识较浅，对其应用技术的基础研究还相对较 

少，应用方面积累的经验也较少，其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许多较复杂且一时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本 

文通过分析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性能特点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就实际工程如何安全高效地应用 

聚羧酸系减水剂，提出可操作性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减水剂；聚羧酸；性能特点；混凝土 

1前言 

聚羧酸系减水剂作为继萘系、密胺系、脂肪族系和 

氨基磺酸盐系减水剂之后研制生产成功的新型高效减 

水剂，是高性能混凝土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除具 

有高的减水效果外，还能有效控制混凝土的塌落度损 

失，能较大限度地满足混凝土耐久性的要求；同时其还 

具有低掺量、与水泥和掺合料适应性相对较好、对混凝 

土干缩性影响较小、不含甲醛、绿色环保等突出特点。这 

些都是一般高效减水剂所无法比拟的。 

正是由于上述性能优势，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近 

年来开始在国内外引起工程界的广泛重视，许多重要工 

程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这种新型减水剂。相信不久的将 

来，聚羧酸系减水剂必将成为减水剂市场的主导产品。 

但另一方面，聚羧酸系减水剂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也出现了某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如混凝土拌合料异常 

干涩、混凝土拌合料分层严重、泌水量大、凝结时间长、 

引气量大、混凝土拆模后表面质量欠佳等。 

2聚羧酸系减水剂性能特点 
为能更透彻地了解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性能特点，笔 

者参照GB8076—1997对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减水率、泌水 

率比、含气量、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收缩率比等进 

行深入分析，得出如下要点： 

(1)减水率。聚羧酸系减水剂具有很高的减水率，其 

减水率可高达 45S，均远高于 GB8076—1997中高效减 

水剂一等品不低于 12％的减水率。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大 

大地减少水泥的用量和降低水灰比。可用于配制高强以 

及高性能混凝土。 

(2)泌水率。聚羧酸系减水剂样品的混凝土拌合物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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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比普遍都很小(普遍小于 l0％)，可以认为，掺聚羧 

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的保水性能普遍较好。 

(3)含气量。根据实际施工中测试数据发现，聚羧酸 

系减水剂含气量均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不难发现，减 

水率大的聚羧酸系减水剂，其含气量偏大。由这一点可 

以看出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减水率与混凝土的含气量存 

在一定的联系。 

(4)凝结时问。使用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的初凝 

时间比基准混凝土凝结时间长，聚羧酸系减水剂有一定 

的缓凝效果。 

(5)抗压强度比。据以往的统计数据表明：使用聚羧 

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的 3d、7d、28d的抗压强度比都远 

大于 GB8076—1997中高效减水剂一等品的相应龄期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比指标要求。但当外加剂的减水率达到 

35％以上，其含气量、抗压强度比、收缩率比等不达标的 

情况时有出现。 

(6)收缩率比。掺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受检混凝土 

28d收缩率比明显小于萘系等传统高效减水剂配制的 

混凝土，这十分有利于保证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及耐久 

性，十分适合于配制高性能混凝土。 

(7)钢筋锈蚀。经检测，聚羧酸系减水剂对钢筋均无 

锈蚀作用。 

(8)采用 GB18582—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 

涂料中有害物质限且))规定的方法来测定聚羧酸系高性 

能减水剂中的甲醛含量。结果显示，各种聚羧酸系减水 

剂中的甲醛含量均极微小，最多的也不到0．001％，而萘 

系 (粉剂)高效减水剂中的甲醛含量一般都大于 0．3％。 

同时，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生产过程中也不涉及苯 

酚、萘等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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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羧酸系减水剂在水泥混凝土工程实 

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3．1所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对用水量十分 

敏感 

大多数采用聚羧酸系减水剂制备的混凝土拌合物， 

用水量大小变化对其性状影响十分显著。在实际工程 

中，有时用水量只增加 (1～3)kg／m。，混凝土拌合物便 

发生严重泌水，采用这种拌合物易导致结构物表面出 

现麻面、起砂、孔洞等难以接受的缺陷，根本无法保证浇 

筑体的均匀性，并使结构体强度和耐久性严重下降。 

3．2原材料及配合比对聚羧酸系减水剂减水效果 

的影响 

混凝土中水泥用量的大小对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减 

水效果影响很大。曾经采用相同的掺量对同一种减水剂 

进行试验，当基准混凝土水泥用量分别为 330kg／m。、 

360kg／m。、390kg／m。和 420kg／m。时，测得的“减水率”分 

别为 21％、24％、28％311 35％。 

混凝土中集料的颗粒级配以及砂率，对聚羧酸系减 

水剂的塑化效果影响也非常大。与萘系等其它高效减水 

剂相比，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塑化效果受细集料含泥量影 

响很大。 

3．3所配制的大流动性混凝土容易分层离析 
大部分情况下，在大流动性混凝土中掺加聚羧酸系 

减水剂时，浆体的粘度将急剧减小。此时，即使减水剂 

掺量、用水量控制都是最佳的，混凝土拌合物也不泌 

水，但却非常容易出现分层、离析现象，具体的表现是 

粗集料全部下沉，而砂浆或净浆位于集料的上部。采用 

这种混凝土拌合物进行浇筑，即使不振动，分层、离析 

也明显存在。 

3．4与其它品种减水剂的相溶性差 

传统的减水剂，如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萘系高效 

减水剂、密胺系高效减水剂、脂肪族系高效减水剂以及 

氨基磺酸盐高效减水剂，可以任何比例复合掺加，以满 

足不同工程的特殊配制要求，或获得更好的经济性。这 

些减水剂复配使用都能得到叠加的(大多数情况下优于 

单掺)使用效果，且这些减水剂的溶液都可以互溶(除了 

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与萘系减水剂互溶产生部分沉淀 

但并不影响使用效果t'l-)。但聚羧酸系减水剂只能与木 

质素磺酸盐减水剂复配使用，其与其它品种减水剂溶液 

的互溶性很差，当与其它品种减水剂复合使用，不易得 

到叠加的效果，且可能出现流动性变差、用水量急剧增 

加、流动性损失严重，混凝土拌合物十分干涩甚至难以 

卸料等现象，最终将影响其强度与耐久性。 

3．5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较差 

在我国，聚羧酸系减水剂产品一开始的主要原材料 

从德国、韩国进口。现在经过多年发展，虽然部分原材料 

已经国产化，但混凝土减水剂合成企业真正算得上精细 

化工企业的尚不多，这一点限制了我国混凝土减水剂的 

精细化程度。 

4如何在水泥混凝土工程中高效安全地 

应用聚羧酸系减水剂 
作为最新一代的高性能外加剂，聚羧酸减水剂的工 

程应用日益增加。我国聚羧酸系减水剂的研发、生产和 

应用尚处在初级阶段，如何在水泥混凝土工程中高效安 

全地应用聚羧酸系减水剂，今后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 

4．1提高技术水平 

由于我国聚羧酸系减水剂生产企业起步较晚，本身 

的技术力量有限，所生产的聚羧酸系减水剂技术的深度 

还不够，很难适应原材料、工艺的各种变动，产品质量的 

稳定也就无从谈起。建议聚羧酸系减水剂生产企业积极 

与高校及科研院所联合，多听听企业基层工程技术人员 

的意见，充分了解聚羧酸系减水剂产品性能的各种影响 

因素。 

4．2严禁其它减水剂或其它品种外加剂的混入 

严禁其它减水剂或其它品种外加剂的混入，有两层 

含义。一是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复配(ta与木质素磺酸盐、 

引气、消泡、缓凝等组分)只能由t,l-)jn~TJ生产厂或供应商 

进行，减水剂使用者也就是混凝土制备者只需对其相关 

性能检测验收，不得在其中复配任何其它组分，也不得 

将其它组分混入其中。另一层含义是，混凝土搅拌设备、 

运输车辆、泵送设备最好固定用于掺聚羧酸系减水剂的 

混凝土，当共用搅拌设备、运输车辆和泵送设备时，必须 

彻底清洗这些设备后，才能用作掺其它品种外加剂的混 

凝土，反之亦然。 

4．3严格计量减水剂和拌合水 

混凝土拌合物中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时，切忌随意 

增加减水剂用量或用水量，应严格按照试验室确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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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减水剂用量和用水量计量，以免所拌制混凝土出现离 

析、泌水、板结、含气量增加等不良现象，影响混凝土正 

常的泵送施工和浇注质量。 

4．4保证最低的胶凝材料用量 

由于聚羧酸系减水剂塑化效果好，在采用聚羧酸系 

减水剂配制较低强度等级(c4o以下)混凝土时，水泥用 

量一般不超过 380kg／m。就可达到强度要求。此时由于 

混凝土中水泥用量不高，易使结构表观质量较差，出现 

蜂窝、麻面、流沙等表面质量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充 

分发挥聚羧酸系减水剂优势，可在这类混凝土中用较大 

量的粉煤灰、矿渣粉替代部分水泥，这不仅能保证混凝 

土的最低胶凝材料用量(一般大流动度混凝土最低胶凝 

材料用量以400kg／m。为宜)，而且所配制的混凝土更经 

济，绿色化程度也更高。 

4．5正确面对聚羧酸系减水剂与水泥／掺合料的 

适应性问题 

外加剂与水泥 ／掺合料的适应性问题由来已久。多 

年来，针对萘系高效减水剂及其复配产品开展的适应性 

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对于聚羧酸系减水 

剂来说，尽管发现其与水泥 ／掺合料之间存在不相适应 

性问题，且这些不相适应性是多影响因素造成的，但是 

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并未取得有效进展。 

4．6严格控制振捣半径和振捣时间 

实际工程中，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制备的混凝土坍 

落度一一般较大，拌合物粘度也较低，所以应严格控制混 

凝土拌合物浇注后的振捣半径和振捣时间，一般应通过 

实验确定，或听从专家指导。过小的振捣半径，或过长的 

振捣时间，均易造成混凝土含气量严重下降、集料与浆 

体严重分层等结构缺陷。 

4．7加强初期养护，严防开裂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为确保混凝土强度、耐久性与 

整体性，浇注后的初期和后期养护均十分重要。采用聚 

羧酸系减水剂配制的混凝土也不例外。与掺加其它外加 

剂的混凝土一样，掺加聚羧酸系减水剂的混凝土在浇注 

振捣密实后所进行的表面二次抹压、薄膜覆盖或喷雾等 

养护工作，对防止其产生塑性收缩裂缝非常有效。而连 

续 7d或 14d的保湿养护则不仅是混凝土强度正常增长 

的需要，也是防止其产生干燥收缩裂缝的保障。 

4．8加强聚羧酸系减水剂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 

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 

一 38 

在现实工程中为了能更安全、更高效、更合理地应 

用聚羧酸系减水剂，加快新世纪混凝土工程的技术进 

步，当务之急一方面是要加强聚羧酸系减水剂的理论与 

应用技术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其性能与质量的掌控能 

力。而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忽视对聚羧酸系减水剂生产、 

服务和应用人员开展全面的技术培训工作，在人员素质 

方面做好保障工作。 

5结束语 

基于以上探讨，笔者坚信，经过广大科研、工程技术 

人员的共同努力，聚羧酸性减水剂在混凝土工程中的成 

熟应用将指曰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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