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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栏 

【塑料管道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分析】 

1．塑料管道行业发展状况 

（1）我国塑料管道行业发展概况 

塑料管道行业是塑料制品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PVC、PE、PPR和PB

等高分子材料为主料，经过塑料的挤出成型、注塑成型以及复合成型等过程加

工、生产塑料管道。 

塑料管道的发明与应用是全球管道业的一次革命，用于替代铸铁管、镀锌

钢管、水泥管等传统的管道，很好地解决了饮用水二次污染、化学防腐蚀问

题，并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免受污染。塑料管道与传统的铸铁管、镀锌钢管、

水泥管等管道相比，具有节能节材、环保、轻质高强、耐腐蚀、内壁光滑不结

垢、施工和维修简便、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建筑给排水、城乡给

排水、城市燃气、电力和光缆护套、工业流体输送、农业灌溉等建筑业、市

政、工业和农业领域。 

我国塑料制品行业起步较晚，发展初期水平比较落后。20世纪90年代，国

家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化学建材产业化的若干意见》、《国家化

学建材产业“十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发布〈建设部推广

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的公告》等各项政策措施，提出了各种塑料管道的应

用领域和发展目标，大力推进塑料管道在住宅建设、城镇市政工程、交通运输

建设、农业灌溉等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同时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传统管

道，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塑料管道行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塑料管道行业产量情况 

http://www.opsteel.cn/variety/jianc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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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 

目前，我国已成为塑料管道生产和应用大国之一。2009 年中国塑料管道年

产量约 580.37 万吨，比 2008 年增长 26.3%。2010 年，随着国家实施节能减排

力度的加大，市场对排污管、污水管网和燃气管的需求加大，再加上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的提速，如高速公路、农业灌溉及饮水安全、通讯设施建设速度的加

快，塑料管道的应用领域进一步加大，需求同比增幅达 20%以上。除市政及建

筑给排水管道等传统领域仍是塑料管道主要用途外，2010 年工业用、农用和护

套管道也在快速增长，地面辐射供暖方式及非开挖施工技术的进一步普及，给

塑料管道行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发展机遇。2010 年中国塑料管道产量为 840.2 万

吨，同比增长 31.1%。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管道生产和应用国。2011 年塑

料管道总产量达 1,000 万吨，同比增长 19%。据中国塑料工业协会预计，到

2015 年全国塑料管道生产量接近 1,320 万吨，在全国各位管道市场中占有率超

过 50%。 

（2）塑料管道行业的市场竞争情况 

目前国内较大规模的塑料管道生产企业 3,000 家以上，年生产能力超过

1,500 万吨。其中，年产能 1 万吨以上的企业达 300 家，其中 20 多家企业的年

产能超过 10 万吨，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

业委员会的统计，2010 年行业中前 20 位企业的年销售量已达行业销售总量的

40%以上。 

塑料管道行业规模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其中，浙江、广东、山

东分列前三位，其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 30%左右，区域集中度较高。 

（3）行业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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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规模壁垒 

PE 管道生产具有资本密集型特点，投资规模大，企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

能实现盈利。因此，进入该行业必须具备很强的资金实力并实现大规模生产。 

2）技术、质量及市场准入壁垒 

由于塑料管道的产品性能和质量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环保乃至生命财

产安全，因此，进入该行业需要较高的技术基础并保证产品质量达到规定的标

准。全国化学建材协调组成立之初即确定了建立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的规定。根

据建设部要求，我国大部分省市已建立了化学建材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推行建

设产品推广许可证或建设产品备案许可证（有效期一般为 1-4 年）。1996 年建

设部、卫生部已将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行卫生许可制度；2003 年 6 月

1 日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将“燃气用 PE 管道”列入特种设备目录，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市场进入

壁垒。 

（4）影响我国塑料管道行业发展的因素 

1）有利因素 

①产业政策支持 

塑料管道具有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特点，符合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为此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化学建材产业化的若

干意见》、《关于在住宅建设中淘汰落后产品的通知》、《推广应用化学建材和

限制淘汰落后技术与产品管理办法》、《国家化学建材产业“十五”规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纲要》及《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

等一系列鼓励塑料管道产业发展的政策。 

②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下游行业的持续增长 

A、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为塑料管

道行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正在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按照

“十一五”规划纲要，2005-2010 年我国的城镇化程度将从 43%提高到 47%，

即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每年城市和农村新建的建筑面积

分别达到 10 亿平方米左右。今后 30-40 年内我国城镇居民的比例将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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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每年将有一千多万人口进入城镇，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带动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及塑料管道市场需求的发展。 

B、农村塑料管道市场全面启动。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推

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过去五年国家投入几百亿元，解决了 9,748

万人的饮水困难，目前我国农村还有 2 亿多人处于饮水不安全状态，国家规划

到 2015 年要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所有给排水项目的建设都离不开塑料

管道，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管道市场潜力巨大。 

C、塑料管道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宽。在国家节能、环保等政策的引导

下，塑料管道以其优良的技术特性，将更广泛的拓展应用领域，如非开挖施

工、网箱养殖、地板采暖、太阳能利用等。 

D、国家对一些大型建设项目的实施，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将给塑

料管道行业带来良好的市场机遇。 

2）不利因素 

①市场不规范，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我国塑料管道生产企业数千家，其中

部分小企业以“低质、低价”的产品冲击市场，甚至少数企业采用不合格原料

以及填充料降低成本，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②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企业效益。2005 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一路攀

升，带动 PE、PPR 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大大提高了塑料管道的生产成本，

降低了与替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对企业生产成本控

制和盈利能力带来较大影响。 

2．相关产业政策 

（1）行业发展政策 

1999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轻

工业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技术

创新，推进化学建材产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必须采取切

实措施，加速化学建材产业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强化学建材的推广应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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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重点促进塑料门窗、塑料管道、新型防水材料和建筑涂料的推广应用；推

广应用 U-PVC、PE、玻璃钢夹砂管、塑料金属复合管、无规共聚聚丙烯（PPR）

管道等，大力开发新型复合改性塑料管和配套管件，逐步限制、淘汰镀锌钢

管、传统铸铁管；制定推广措施和办法，加快化学建材产品的推广应用。”《国

家化学建材产业“十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化学建材主要产

品的推广应用应达到下列目标：到 2010 年，塑料管道在全国新建、改建、扩建

工程中，建筑排水管道 80％采用塑料管，建筑雨水排水管 70％采用塑料管，城

市排水管道 30％采用塑料管，建筑给水、热水供应和供暖管 80％采用塑料管，

城市供水管道（DN400mm 以下）70％采用塑料管，村镇供水管道 70％采用塑

料管，城市燃气（中低压管）塑料管的应用量达到 60％，建筑电线穿线护套管

90％采用塑料管。 

（2）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为了促进我国塑料制品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制定了行业相关的产业

政策和法律法规，明确了行业的发展方向，为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政策环

境。 

我国塑料制品行业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3．塑料管道行业发展趋势 

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预测，在今后较长时间里，

中国塑料管道行业将在提高质量和扩大应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

度，按目前的发展态势和投资力度，保守预测 2010-2015 年的年均增长率在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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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度重视建设节约型社会问题，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的“四节”

工作将促进塑料管道有更大的应用市场。中国正在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每

年城市和农村新建建筑的面积分别大约为 10 亿平方米，城市化、小城镇建设的

高速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给塑料管道带来新的机遇。农村安全饮

水项目和灌排工程也需要大量的塑料管道。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以及近年

来投资建设的南水北调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建设项目和能源、交通、通

信、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造、城市商业中心、住宅建设等重点建

设项目也将会带动塑料管道行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总体看，塑料管道行业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市场竞争激烈。未来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以及大型建设项目的推动，塑

料管道行业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钢联）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对公司所处的塑料管道行业进行了分析。 

 

行业资讯 

【今年我国塑料管道高速发展，竞争激烈】 

近 10 年，在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下，我国塑料管道在化工建材大

发展的背景下经历着高速发展。2010 年全国塑料管道产量超过 800 万吨，其中

广东、 浙江、山东占据产量的 42%。塑料管道在多个领域相对传统金属管、混

凝土管都具备较多优势，因此获得了较多地区的推荐使用。比如皮尔萨管在国

内市场就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份额。 

十二五”期间塑料管道领域不乏需求亮点：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仍提供稳

定内需，但短期出现调控压力;水利建设政策大力支持，年均 4000 亿投入，极

大提升对于管 道类的需求;农村饮水安全系统建设与建材下乡拉动塑料管材需

求升级;燃气供应体系与采暖消费趋势也将带来需求增量。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

以聚氯乙烯 (PVC)材料、聚乙烯(PE)材料和聚丙烯(PP)材料为主的塑料管道加

工和应用产业，这三类材料产品占据了塑料管道主要供应比例。PVC 的配套产

业链 最为完善以及国产原料的支撑，使得 PVC 管材在近些年来占据了市场半

壁江山。随着消费升级与化工材料发展带动管道升级，未来我国的PE、PP等管

材将提升需求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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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道是化学建材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使用化工材料的

不同分类上看，塑料管道可分为聚氯乙烯(PVC)管、聚乙烯 PE 管、聚丙烯 (PP)

管、聚丁烯(PB)管、ABS 管等。塑料管道的应用领域通常为给水、排水、电力

通信、农用、燃气、地暖、消防与其他领域。 

十二五”期间塑料管道领域不乏需求亮点：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仍提供稳

定内需，但短期出现调控压力;水利建设政策大力支持，年均 4000 亿投入，极

大提升对于管 道类的需求;农村饮水安全系统建设与建材下乡拉动塑料管材需

求升级;燃气供应体系与采暖消费趋势也将带来需求增量。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

以聚氯乙烯 (PVC)材料、聚乙烯(PE)材料和聚丙烯(PP)材料为主的塑料管道加

工和应用产业，这三类材料产品占据了塑料管道主要供应比例。PVC 的配套产

业链 最为完善以及国产原料的支撑，使得 PVC 管材在近些年来占据了市场半

壁江山。随着消费升级与化工材料发展带动管道升级，未来我国的PE、PP等管

材将提升需求占比。来源：上海耐励泵业有限公司 

【 “两会”房产惊语 七大关键词“话”房产现状】 

[摘要]自 3 月 1 日国家出台新一轮房产调控政策之后，中国“两会”也隆重

拉开了序幕。面对中国不断攀高的房价，中国房地产调控也成为了众多两会代

表们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如今，“两会”已经结束，那些备受代表委员们争

议的“关键词”一直被人们议论着。 

自3月1日国家出台新一轮房产调控政策之后，中国“两会”也隆重拉开了

序幕。面对中国不断攀高的房价，中国房地产调控也成为了众多两会代表们不

可回避的话题之一。如今，“两会”已经结束，那些备受代表委员们争议的

“关键词”一直被人们议论着。 

关键词之：房价 

两会期间，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坚持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

摇，遏制了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并表示，过去五年，一直坚持搞好房地产市场

调控不动摇，遏制了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

康接受搜房网独家专访的时候就多次表示“房地产市场发展太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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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可以想象，如果不调

控，房价会疯成什么样子，泡沫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同时表示“房价越调越

高”是误导。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于房价来讲，我们有一些结

构性的政策，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运用，比如说首付比例和专门针对房贷的利

率，而是结构性的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这个来实现控制房价的目标。 

——“房价越调越高”是误导吗？中国房价“很高”，已是我们众所周知

的事情。房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出了物价上涨水平的速度，更是超出了工资上

涨的速度。虽然近年来的房产调控政策有效遏制了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其潜台

词已经表示了房价一直在“涨”，只是速度放缓了一些而已。来源：搜房网 

【沈阳：于洪区改造 31 万平方米城中村】 

3 月 17 日，记者从沈阳市于洪区获悉：今年该区计划投入资金 5.2 亿元，

用于改造 4 处、总面积 31 万平方米的城中村。 

近年来，随着全域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于洪区三环以内的绝大部分区

域已经由农村转变成了城市，被称做“夹缝地”的城中村由此产生。城中村内

普遍存在房屋密度大、安全隐患多、生活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的问题，改造

城中村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最迫切的愿望。 

于洪区将城中村改造工作列为今年为城乡群众办实事的一项内容来加以推

进。据悉，该区年内将对姚家、训练中心西、沙坪路、八家子等 4 处城中村比

较集中的区域进行综合改造，城中村居民可以自主选择产权调换或货币安置，

并将享有区内相关回迁优惠政策。 

【国产建材出口面临挑战】 

自今 7 月 1 日起，欧盟颁布的建筑产品法规（简称 CPR）将全面取代原来

的建筑产品指令（简称 CPD），这也意味着欧盟建筑产品法规进入强制实施阶

段，它将对我国建材行业制造商、加工商和销售贸易商等开拓欧盟市场产生新

的挑战。  

  据悉，CPR 法规适用于欧洲市场销售流通的所有建筑产品，如屋顶材料、

沥青混合料、石膏料、混凝料、水泥、管道、铺地材料、下水道设备、门窗、

玻璃、结构金属产品、紧固件、保温材料、防水材料、结构木料、交通信号指

示、防火器材和加热设备等。该法规除了 6 项基本性能要求外，还要求企业证

http://news.suzhou.soufun.com/more/%CB%D1%B7%BF%CD%F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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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生产的建筑产品在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性信息。不仅如此，新法规还在

原来约束建筑产品制造商的基础上，针对贸易商、进口商和分销商等与建筑产

品流通相关的环节做了全新的强制性要求，对进入欧盟的建筑产品提供统一的

性能评价方法，通过使用共同的技术语言，确保所有建筑产品性能信息的可

靠。  

  目前，很多欧洲国家和地区对于建筑产品的要求，已由传统的满足生活需

求逐步转向以健康、环保为基础的享受型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建筑产

品如果依旧以低廉的成本和资源优势出现，已无法获得欧洲市场的青睐。随着

欧洲建筑业的逐渐复苏与增长，很多中国企业纷纷希望通过对其产品进行CE认

证，借助建筑业全球化的发展势头，稳固立足于欧洲市场。据全球领先的检

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 SGS 统计，目前，欧盟地区针对建筑产品的协调标

准共约580份，且仍在不断变更中。很多中国企业由于对产品相关的CE认证标

准不熟悉，但又急于将产品打入欧盟市场，于是便造成盲目出口、一拥而上的

局面，即使花费大量的人力、精力成本仍然在市场开拓和产品推广上收效甚

微。  

  为了消除建筑产品技术差异顺利跨越欧盟贸易壁垒，SGS 建议，中国企业

可通过与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合作，根据专业的建议与指导对产品进行CE认证和

测试。  

  据悉，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国建材企业解读最新 CPR 法规要求和对应解决方

案，SGS 将在广州、厦门、天津和上海等地启动新一轮 CPR 法规全国巡讲会，

邀请来自荷兰的专家进行方案详解与案例分享。 

 

竞争对手资讯 

【金德管业集团参加第 111 届广交会并分享成功经验】 

2012 年 4 月 19 日是第 111 届广州交易会第一期的最后一天，金德管业集

团有限公司员工仍然坚守工作岗位，毫不松懈地守在一线，笑迎每一个来往客

户。 

在广交会期间，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通

过全体海外将士的努力，展馆共接待客商千余人，客户国籍覆盖了阿拉伯、中

东、非洲、美国、蒙古等近百个国家地区。这离不开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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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认真态度和必胜的信念，因为他们深知金德管业公司为这次广交会总耗资

上百万，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所以他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最后闭馆前

一刻，在其他展馆已经开始收工的时候，他们仍努力奋斗在前线上。 

在即将闭馆的时候，有一位同行销售人员来到金德展馆取经。看到金德战

士们的风采，这位同行表示，虽然身为竞争对手，但自己却非常佩服金德战士

的团结精神和昂扬斗志。而金德战士也积极热情地与这位同行进行交谈，互相

学习彼此的经验和方法。 

通过参加本次广交会，金德管业集团的品牌形象获得了广大客商的信赖，

重金打造的展馆整体形象更具吸引力。金德管业集团在本次展会上之所以能够

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与金德员工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金德海外战士们的

服务被认可，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更是

让所有人感动。当金德战士离开广交会的时候，醒目的金德蓝和所取得的成绩

让人羡慕，所体现的企业形象和企业精神更是万众瞩目。 

由于国际贸易合作的程序异常复杂，在短短的几天参展时间里，金德与客

户洽谈的协议虽不少，但后期仍需要双方多次共同努力协商后才能走向最终的

成功。虽然广交会已经落下帷幕，但是海外部门的任务依然艰巨，他们要整理

每个客户的资料，根据收集的这些信息拟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针对每个客户

要求和条件给予逐一确定解决方案，为进一步的洽谈奠定基础，以便促成进一

步的合作。 

【千江品牌成长春工程造价新参考】 

千江管业产品价格成为“长春工程造价”期刊 2013 年度开年厂商报价参

考。长春工程造价期刊是一本业内参考类刊物，经由长春政府相关部门发行刊

印，千江产品价格经由此刊刊发，是千江品牌于吉林区域的又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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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资讯 

【新型环保塑料管材项目落户富拉尔基区】 

日前，由河北衡水发平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齐齐哈尔发平新型管

材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奠基。  

 该企业将专业生产给、排水管材，项目总投资 3.1 亿元（单位：人民币，

下同），本项目两期工程建设完成。规划用地 20 万平方米，生产包括 HDPE、

UPVC、PEX、PERT、PPR 管道等多种产品。  

据悉，一期投资为 1.3 亿元，二期投资为 1.8 亿元，建设期 3 年，生产期

20 年，整个计算期 21 年，项目正常年份销售收入为 8.5 亿元，销售税金及附加

合计为 1.4 亿元。 

http://info.plas.hc360.com/list/pe_list.shtml
http://info.plas.hc360.com/list/pvc_list.shtml
http://www.search.hc360.com/cgi-bin/seinterface.cgi?word=PE
http://info.plas.hc360.com/list/pe_list.shtml
http://info.plas.hc360.com/list/pp_list.shtml
http://www.biz.hc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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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在北京塑料管材展览会上展出的新型环保塑料管材 

 

国际资讯 

【国际塑料管材市场加速发展 市值将达 800 亿美元】 

日前，根据德国某调研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至 2019 年，全球塑料管材市

场价值将达 800 亿美元。 

在 2011 年，以 PVC 为原料的塑料管道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超过 55%。其

次是 PE，尤其是 HDPE，在剩余 45%中占 28%。 

专家称，尽管传统材料仍受大众欢迎，但ABS、PB、PA等材料在未来管材

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亚太地区已赶超北美和西欧，成为全球塑料管

材需求量最大的地区(超过全球需求的 50%)。 

据 Ceresana 预测，2019 年，亚太地区塑料管材需求量将进一步上涨，有

望超过全球需求量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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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巨头亚洲总部落户 CBD】 
  

日前，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亚洲区总部正式落户 CBD。该公司注

册资本 2500 万美元，主营石化贸易，首年营业额有望达到 6 亿至 8 亿美元。  

  据介绍，沙特阿美公司属沙特阿拉伯政府所有，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达

兰，公司拥有已探明传统储量为 2600 亿桶的油田，并管理全球第四大的气田，

2011 年平均每天生产 910 万桶原油，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石油公司。“之所以

选址 CBD，除了因为中国是沙特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石油买家，更重要的

是这里有着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国际化氛围。”朝阳区商务委负责人介绍，经过

多年发展，CBD 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

CBD 中心区及核心区早已成为众多企业进入北京的首选之地，目前聚集了全市

最多世界 500 强企业和国际金融总部。此外，朝阳区自 2006 年发布的一系列资

金补贴政策，使入驻大型企业每年可获得一定的资金补贴。众多优惠政策在为

企业提供完善商务氛围和服务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沙特阿美亚洲总部的落户，将有助于促进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投

资及其它业务发展。  

 

行业数据 

【国际塑料管材市场加快发展】 

根据德国某调研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至 2019 年，全球塑料管材市场价值

将达 800 亿美元。在 2011 年，以 PVC 为原料的塑料管道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

超过 55%。 

根据德国某调研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至 2019 年，全球塑料管材市场价值

将达 800 亿美元。在 2011 年，以 PVC 为原料的塑料管道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

超过 55%。其次是 PE，尤其是 HDPE，在剩余 45%中占 28%。专家称，尽管传

统材料仍受大众欢迎，但ABS、PB、PA等材料在未来管材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将

越来越大。 

http://www.chinapipe.net/supply/spw_1110310418.html
http://www.chinapipe.net/supply/spw_1110310418.html
http://www.jc001.cn/tag-suliaoguan/
http://www.jc001.cn/tag-suliaoguan/
http://www.jc001.cn/guan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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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已赶超北美和西欧，成为全球塑料管材需求量最大的地区(超过全

球需求的 50%)。据 Ceresana 预测，2019 年，亚太地区塑料管材需求量将进

一步上涨，有望超过全球需求量的 60%。 

【2019 年全球塑料管材市场价值将达 800 亿美元 】 

根据德国某调研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至 2019 年，全球塑料管材市场价值

将达 800 亿美元。在 2011 年，以 PVC 为原料的塑料管道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

超过 55%。其次是 PE，尤其是 HDPE，在剩余 45%中占 28%。专家称，尽管传

统材料仍受大众欢迎，但ABS、PB、PA等材料在未来管材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将

越来越大。  

 

  亚太地区已赶超北美和西欧，成为全球塑料管材需求量最大的地区(超过全

球需求的 50%)。据 Ceresana 预测，2019 年，亚太地区塑料管材需求量将进

一步上涨，有望超过全球需求量的 60%。 

实讯快报 

【新建商品房初始登记批复信息】 

2013.3.1-2013.3.22 

项目名称  开发建设单位  所在区、栋号  批复日期  

明成花园三期  
辽宁明成房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沈河区先农坛路 30-7 号  2013-03-22  

三利和平湾  
辽宁三利房地产实业有限

公司  

 

和平区河北街 53 号  2013-03-22  

厂区  
沈阳金工大华激光切割机

有限公司  

 

苏家屯区冀东路 5 甲号 

苏家屯区冀东路 5 乙号  
2013-03-22  

厂房  
沈阳市苏家屯区官承兴运

输队  

 

苏家屯区青云街 22-2 号 

苏家屯区青云街 22-1 号  
2013-03-22  

http://news.jc001.cn/keyId-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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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城〃二期  
沈阳永盛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  

 

于洪区吉力湖街 31-3 号 

于洪区吉力湖街 29-3 号 

于洪区吉力湖街 31-4 号 

于洪区吉力湖街 25-3 号  

2013-03-22  

望花春城  
沈阳众邦恒业房屋开发有

限公司  

 

大东区生产路 5-3 号  2013-03-22  

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沈阳石油分公司  

 

和平区长白北路 53 号 

和平区长白北路 55 号  
2013-03-22  

十里锦城（三期）  
沈阳泰盈环达通苏西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  

 

苏家屯区雪莲街 111-25 号 

苏家屯区雪莲街 111-24 号  
2013-03-21  

住宅楼、商业用房等  
沈阳泰盈环达通苏西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  

 

苏家屯区雪莲街 111-21 号  2013-03-21  

十里锦城  
沈阳泰盈环达通苏西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  

 

苏家屯区雪莲街 111-32 号  2013-03-21  

住宅、商业  
沈阳中澳天宝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于洪区白山路 9-5 号  2013-03-21  

农贸市场  
沈阳克拉古斯枫杨置业有

限公司  

 

苏家屯区枫杨路 107 号 

苏家屯区枫杨路 107 号 

苏家屯区枫杨路 107 号  

2013-03-20  

16.5 万立方米干式煤气储

罐  
沈阳市煤气总公司  

 

大东区北大营街 7-7 号  2013-03-19  

16.5 万立方米干式煤气储

罐  
沈阳市煤气总公司  

 

大东区北大营街 7-6 号 

大东区北大营街 7-4 号 

大东区北大营街 7-5 号 

大东区北大营街 7-3 号 

大东区北大营街 7-2 号  

201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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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总部基地西区 5 区  
沈阳东北总部基地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沈北新区蒲河大道 888 号西五区 19 号 

沈北新区蒲河大道 888 号西五区 35 号 

沈北新区蒲河大道 888 号西五区 16 号 

沈北新区蒲河大道 888 号西五区 46 号 

沈北新区蒲河大道 888 号西五区 32 号 

沈北新区蒲河大道 888 号西五区 3 号  

2013-03-15  

世代商业广场  
辽宁世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于洪区沈新路 76 号  2013-03-14  

沈北生产中心一期  
沈阳多维新型建筑板材有

限公司  

 

沈北新区蒲平路 8-1 号 

沈北新区蒲平路 8-3 号  
2013-03-14  

锦联左岸四期  沈阳锦联置业有限公司  
 

大东区联合路 99-4 号  2013-03-14  

沈北生产中心一期  
沈阳多维新型建筑板材有限

公司  

 

沈北新区蒲平路 8-2 号 

沈北新区蒲平路 8-4 号  
2013-03-13  

亚瑟蓝湾车库  
沈阳翰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沈北新区聚农路 27-21 号 

沈北新区聚农路 27-22 号 

沈北新区聚农路 27-23 号  

2013-03-13  

亚瑟蓝湾  
沈阳翰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沈北新区聚农路 27 甲号  2013-03-13  

锦联左岸四期  沈阳锦联置业有限公司  

 

大东区联合路 99-1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2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7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3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12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9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8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11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6 号 

大东区联合路 99-10 号  

201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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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第龙邸 5.3 期  沈阳永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97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96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98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95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103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99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101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102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94 号 

沈北新区蒲河北路 8-100 号  

2013-03-13  

银河城（1-3 区、1-4 区、1-5

区）  
沈阳华锐置业有限公司  

 

于洪区阳光路 108-65 号  2013-03-12  

城建美庭二期  沈阳成长置业有限公司  
 

沈北新区正良三路 5-3 号  2013-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