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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建材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之一，建材行业是资源、能源依赖性

产业，温室气体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建材工业总能耗仅次于冶金和化工

，位于工业部门第三位，建材工业能耗总量占全国能耗总量和工业部门能耗总量的7%和10%

，建材工业废气排放量占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18%。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压力，建材行

业必须要做出改变。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口径，建筑材料主要包括水泥、平板玻璃及加工、建筑卫生陶瓷、房建

材料、非金属矿及其制品、无机非金属新材料等门类。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建材生

产和消费国，建材工业年能源消耗量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建材工业生产既消耗能源，

又有巨大的节能潜力，许多工业废弃物都可作为建材产品生产的替代原料和替代燃料；同时

建材产品还可为建筑节能提供基础材料的支撑，一些新型建材产品可为新能源的发展提供基

础材料和部件。在能源问题日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中国政府已作出了建设节约型

社会的战略部署，建材工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高耗能产业，在节能减排及能源

结构调整中大有可为，在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将起重要作用。 

      实际上，建材工业涉及20多个行业，高耗能行业主要是水泥、平板玻璃、石灰、建筑陶瓷

、轻质建材等6个行业。这些行业的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其能耗占建

材工业总能耗的89%。建材工业中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建筑用石、云母和石棉制品、隔热

隔音材料、防水材料、土砂石开采、技术玻璃、水泥制品等行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低于全

国GDP能耗。 

      以水泥行业为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水泥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指导思想是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产业政策，以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为

目标，加快科技进步，大力推广应用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工艺、装备；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

度，推行清洁生产；加强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强化科学管理，努力构建资源节约与环

境友好型水泥行业，促进水泥行业节约、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关于水泥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明确生产企

业是节能减排的主体，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企业要强化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设立能

源管理负责人，明确岗位责任和目标考核要求。要建立完善节能减排新机制和优惠政策。鼓

励专业节能服务公司为水泥企业提供能源审计、节能减排工程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项

目融资等一系列节能减排技术应用服务。由此可见建材行业的节能服务市场前景良好。

      本建材节能服务行业市场调研与未来发展前景预测报告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

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咨询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



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建材节能服务

行业市场调研与未来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是2018-2024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

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

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中国产

业信息网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

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建材节能服务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建材节能服务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建材节能服务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

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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