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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栏 

【HDPE 管材市场潜力解析】 

与传统的金属管、水泥管相比，塑料管材具有质量轻、耐腐蚀、水流阻力小、
综合节能性好、运输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塑料管材使用的材料主要有
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及聚丙烯等。与其他塑料管(如 pvc)相比，高密度
聚乙烯(hdpe)管材具有密度低、韧性好、耐腐蚀、绝缘性能好、易于施工和安
装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市政和建筑给排水、燃气、供热采暖、电线电缆穿线、农
用节水灌溉等领域。 

目前.塑料管材在全世界已经占有管材市场的 54%。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pe(主要是 hdpe)管材在城际埋地燃气管道中的占有量已达 90% 以上，在供水
管所占市场份额达 60%，并且在 pe 管材方面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施工和标准规范。
在我国，随着镀锌管被禁用，hdpe 管在建筑供水等领域很有竞争优势。在燃气、
工业供排水、通讯、农业灌溉等领域。hdpe 管材也呈迅速增长的态势。但有些
领域的管材标准和规范还未跟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hdpe 管材的应用和发展。
目前。我国靼料管生产企业有 3 000 家以上，生产能力达到 3.5 mt/a.60% 的生
产能力及产量集中在 70 家重点企业。塑料管道前 l0 名企业的生产能力约为
1.0 mt。塑料管已经广泛应用于建筑给水、排水、建筑采暖、城镇给排水、城市
燃气、电力、电讯保护以及工业、农业等领域. 

1.hdpe 管材现状 
hdpe 管材的分类方法很多.按应用领域可分为给水管、燃气管、铝塑复合

管、埋地排水管、农用灌溉管和电工套管：按受压情况可分为压力管和非压力管，
给水管与燃气管属于压力管范畴。 

近几年，单纯用密度已经无法准确反映 pe 作为管材的本质性能。目前，国
际通行的分类方法是根据 pe 管的长期静液压强度对管材及其原料分类，分为
pe 32，pe 40，pe 63。pe 80，pe100。pe 80 级和 pe 100 级管材能够用于
输送燃气，而 pe 63 级以下管主要用于热水管和排污、灌溉管等。 

hdpe 管道的主要特点：(1)韧性、挠性好;(2)摩阻系数小，通过能力强;(3)
施工便捷;(4)化学稳定性佳。使用寿命长;(5)合适的挠曲度;(6)有良好的抵抗快速
裂纹传递能力;(7)耐低温;(8)顺应时代要求，“绿色”环保。 

1.1 hdpe 管材料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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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管材料的发展一般可分为三代：第一代。相当于现在的 pe 63 以下等级
的 pe 管材料;第二代，相当于现在的 pe 80 级 pe 管材料;第三代，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被称为“第三代 pe 管材料”pe 100。国际上不少大石油化工企业已
经大量生产 pe 100 级管材料，最近。已经开发出第四代 pe 管材料 pe 125。
但还未进入标准。第二、第三代管材用 pe 不仅显著增加了长期强度，而且提高
了耐环境应力开裂等性能。在同样使用压力下可以减少壁厚。增加输送截面：在
同样壁厚下增加压力。提高输送能力。由于经济效益明显，可应用到直径较大、
使用环境较差的场合(如低温地区、海底)，因此 pe 管的应用领域更广阔。 

1.2 hdpe 管材料生产现状 
目前.我国高档专用管材料市场上基本是进口树脂，如燃气管材料，国内管

材加工企业多用北欧化工公司的 me3440，英国 bp 公司的 md20bk，比利时
solvay 公司的 tub121 等。我国 pe 装置多是引进的国外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
工艺技术，与目前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技术落后、规模小、成本高。目前生产的
大多是中低档管材料，高档管材料基本未形成规模生产。1990 年中国石化齐鲁
股份有限公司 f 简称齐鲁公司)开发出 dgd2480 管材料，直到 1995 年国内也只
有该公司生产 hdpe 管材料，生产量约 5 kt/a。近几年，中国石化北京燕化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燕化公司)先后开发生产了 6100m，6360m，6380m
管材料，上海金菲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称金菲石化)开发生产了 tr480 管材料，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开发了 6100m，
6366m。目前，这些牌号都有一定的生产量。且在供水管等领域占领了一定的
市场份额。另外，盘锦乙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中国石油
吉林石化公司简称吉林石化)、中国石油抚顺石油化工公司等。也都在积极致力
于 hdpe 管材料的开发和研究，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
石化)250 kt/a 的 pe 装置也瞄准双峰 hdpe 管材市场，产品主要有 ygh041、
ygh091 等管材原料。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900 kt/a 乙烯工程中
hdpe 装置生产能力为 300 kt/a。中海油壳牌石化公司在广东惠州的 800 kt/a
乙烯工程已于 2006 年 2 月投人生产，hdpe 的生产能力为 200 kt/a。吉林石化
30o kt/a hdpe 装置也将在 2006 年 5 月投产，该装置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产品
质量及成本上，均好于目前国内已有的产品。国产 hdpe 管材料中，齐鲁公司
的 2480h 已通过国际权威部门的燃气专用料质量认证：燕化公司自行开发生产
的双峰 pe 管材专用树脂 6380 m 已通过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 pe 80 级质
量认证。己烯共聚的双峰 hdpe 管材料性能优良.耐环境应力开裂、加工和制品
性能均好于丁烯共聚产品， 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 pe 管材专用料的主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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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也开发出了产品投放市场。如上海石化 hdpe 装置引进了北欧化工公
司的北星双峰技术，生产的 hdpe ygh051t 和 ygh041t 是专用承压管基础树脂，
可用于水管、燃气管、排污管、换衬管、海水泄出管、薄壁波纹管和工业用管，
为 pe 80 和 pe 100 的黑色 hdpe。 

 
【深度解析供水管材的应用和发展方向】 

供水管网具有使用周期长(30 年或更长)、检修和改造难度大、事故不易察觉
(埋在地下)的三个特点。供水管网的安全可靠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管网不间断
供水，尽量避免管道破裂、漏损，甚至爆管。二是管网输送的自来水水质，不因
管自身的原因(如管道生锈)，影响管网水质。在管网输配水过程中，管网水质不
能有太大的变化：从水厂到用户，顺利到达，同时满足水量和供水服务压力。在
管道工程中，有各种材质不同的管道，应用范围较广。由于技术进步，制造供水
管道所用的材料不断在发展，新型供水管材的性能有了较大的改进。 

金属管道 
在早期建设的输配水管网中，使用过铅管，这是一种抗腐蚀较好的金属管道。

在铅管表面形成的氧化膜一直被认为是无毒的。现在分析管网输配水过程中的水
质变化，可以发现，导致管网水质降低的主要原因最小口径镀锌钢管。特别是用
户内部管道。一方面，在用的小口径镀锌钢管;很少采用衬涂等保护性措施，用
户内部管道的管材质量较差;另一方面，小口径管复合管道来取代它。 

铸铁管是人们最熟悉，也是使用较广的一种管道。铸铁是铁和碳的合金，碳
在铸铁中的质量分数要高于 2.11%，含碳量低于这个比例，就是低碳钢。采用低
碳钢制作的钢管，加工和安装比较方便。钢管的各项力学性能优于其他管道，但
是它于钢管的表面防腐处理，比较麻烦，防腐成本高，一般只在特殊地段采用钢
管。 

随着铸铁管生产工艺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时至今日，离心球墨铸铁管已成为
最主要的铸铁管生产工艺。国内使用的灰口铸铁管已逐渐向离心球墨铸铁管转
移。球墨铸铁管不仅应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同时应具有较高的延伸率，按照国
际标准 ISO2531 的要求，球墨铸铁管的抗拉强度≥420Mpa，DN40—DN1000
的管道，延伸率≥10%，DN1200-26OO 的管道，延伸率≥7%。灰口铸铁管由
于木要求管道的延伸率，对铁水原料的有害成分的控制范围较宽。 

塑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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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于供水管网中的塑料管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烯烃材料：聚乙烯(PE)、
高密聚乙烯(HDPE)、聚丙烯(PP)、聚丁烯(PB)，这类塑料管道适用于熔合(加热)
连接。另一类是氯乙烯材料：聚氯乙烯(PVC)，硬质聚氯乙烯(U—PVC)、过氯
化聚氯乙烯(C—PVC)。适用于粘接(胶水)连接。 

PVC 和 PE 管道在 60 年代，同时应用于供水管道工程。在应用初期，PVC
管道的连接方式比较简单，小口径 PVC 管道采用胶水，粘接连接，中等口径的
PVC 管道采用承插接口，使用橡胶圈密封，是一种较理想的柔性接口。因此如
年代以前 PVC 管道的应用范围较广。对于推广初期的 PE 管道，采用加热连接
的方法，施工不方便。早期的 PE 管，由于材料性能’的限制，抗压强度和抗开
裂性能都不好。为了承受外压和内压，PE 管道的口径越大，管壁就越厚。因为
较厚的管壁才能保证管道有足够的刚度。大口径的 PE 管道，管壁相对厚。材料
用量增加，加大了成本。因此，推广初期的 PE 管，一般不超过 DN300，主要用
于户内管道和配水管网。 

聚氯乙烯(PVC)通常是多组分的塑料，PVC 在热、氧、光作用下，结构会
发生变化。因此，PVC 加工中一定要加入稳定剂。为了改善 PVC 管道的表面性
能，减少管道的收缩性能和着色等目的，还需加入其他加工助剂、填料和颜料等。
管道中常用的 U-PVC，就是为了改善 PVC 脆而硬的性能，在生产中加入增塑剂。
我们将增塑剂含量在 0-12%范围内的 PVC 管道，称为 U-PVC 管道。 

C-PVC 是由 PVC 进一步氯化而得的产物。C—PVC 和 PVC 的材料区别是
氯含量的不同，C—PVC 的氯化程度较高。一般 PVC 的氯含量为 56.7%，C-PVC
氯含量为 63—74%。这是各生产厂家的氯化方式和生产的技术水平不同而造成
的。由于 C—PVC 氯含量的增加，C—PVC 管道的抗老化性能和耐压性能均有
较大提高。可以这样看，C—PVC 管道是传统 U—PVC 管道的改进和提高。 

PVC 管道由于施工简易、水力条件好，在供水管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随
着环保的要求日趋严格，水质指标增加，考虑到健康、安全方面的因素，PVC
管道在添加剂的使用等生产工艺上还必须不断加以改进 

PE(聚乙烯)的原料来源丰富，从分子式结构(C2H4)看。PE 的分子结构是聚
合物最简单的一种。PE 管道在发展中，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PE 管的加热熔接，
要求一定的操作空间和熟练的操作技术。后来发明了电热焊接套管，就是两个管
段或管件，通过一个电热焊接套筒相连接。这种连接、方式用于管沟内 PE 管的
连接，或者施工空间狭小的地方。PE 管道的材料性能也在改善，从 PE63、PE80、
到 PE100，将来会发展到 PE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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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00 是指在 200C 下，这种等级的 PE 材料在 50 年后，能保持 10Mpa
的最低强度(MRS)。PE80 为 8.0MPa。随着 PE 材料等级的提高，同样的管道，
采用 PE115 的管壁厚度，要低于采用 PE100 的管道壁厚。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PE 管的壁厚变簿，减少了 PE 材料的用量，降低了成本，有利于 PE 管道在大口
径管道中的应用。PE 管的连接都需要加热。还要求一定的冷却时间，每一次焊
接都需要 20 分钟左右。口径越大的管道，加热和冷热时间越长。因此，PE 管的
安装工期相对长。 

PE 管在管道免开挖和旧管翻新中，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PE 管经常应用于
管道免开挖工程。由于 PE(聚乙烯)的综合性能良好，是生产复合管道(铝塑复合
管和钢塑复合管)的主要原料。复合管道将金属材料和颜料合理组合在一起，就
可充分利用金属良好的机械性能和塑料的防腐性能，从而保证供水管网的安全可
靠性。 

不同类型管材的发展 
为满足供水管网安全可靠运行的要求，管材的发展有两个方向： 
一是选用新型管材，限制和逐步淘汰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旧管材。发展性能优

良、耐腐蚀性能好的新型管材，根据实际要求，选择合适的金属或非金属管材; 
二是对管道表面采取保护措施，外部防腐和内部衬涂，以确保管网水质的安

全。 
铸铁管在管道工程中，仍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钢铁产量在今后几十年内不

会下降(目前全世界产量 7-8 亿吨)。铸铁管的性能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国际标
准 ISO2531 中，离心球墨铸铁管的抗拉强度≥420MPa，已和低合金钢强度差
不多，但离心球墨铸铁管的耐腐蚀性能优于钢管。为了抗腐蚀和保证管网水质，
铸铁管内部和外部的衬涂和防腐材料，都在改进和完善。 

塑料管道会有更大的发展，PVC 管道的材料性能还将改善，避免使用含有
重金属的稳定剂。各种关于新型塑料的新技术，都在不断地推广使用。但塑料管
的稳定性和老化问题仍是人们担心的。 

先进的复合材料管道在 20 世纪曾得到很大发展。如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PCCP 管(铜筒混凝土管)和树脂基复合材料(玻璃管夹砂管GRP)在大口径输水管
道工程中有应用;钢塑复合管和铝塑复合管，在小口径用户管道市场中用很大的
需求。 

由此可见，供水管材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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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贵州省 PVC-U 塑料管七成以上不合格】 

2012 年，省工商局对流通领域 pvc-u 塑料管材商品质量进行了定向监测，
随机抽检的 39 个批次中 29 个批次不合格。 

本次监测委托贵州省理化测试分析研究中心负责，共对贵阳市、遵义市、六
盘水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 34 户流通领
域商品经营主体所经营的 pvc-u 塑料管材进行了随机抽样，被监测人涉及的场
所为综合市场、专业市场、批发企业和其他经营场所，共随机抽取样品 39 个批
次。 

经检测，由“兰晨管业经营部”销售的，标称“四川兰晨管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兰之晨”牌，规格为“Φ50(b 型)”，生产日期／批号为“2012／04／
09”的 pvc-u 排水管等 29 个批次商品为不合格商品。 

“不合格的项目为密度、落锤冲击试验、壁厚、静液压试验和标志，”该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是综合评价 pvc-u 塑料管材内在
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密度不达标会导致管材密度变大，管材变脆等，从而
影响到管材的力学性能；落锤冲击不合格的后果是产品承载能力下降，使用寿命
降低；壁厚不合格则直接影响管材的物理力学性能，不但影响管件很好连接，而
且可能降低连接处的耐压强度，留下管道破裂和渗漏的隐患。 

【2012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名单揭晓】 

由中国驰名商标网、商务时报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的“2012 年中国管业十
大品牌”评选活动终于拉下了帷幕，榜单同日隆重揭晓！ 

据悉，此次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得到了政府部门、权威专家、业内人士的大
力支持，凭借国家品牌地理网旗下中国唯一“品牌百科”的中国品牌数据库的优
势，以网上投票推荐为基础，结合有关企业信息、媒体报道、研究机构进行综合
评价，推选出代表中国行业中品牌美誉度高、产品质量优、企业信用好的品牌，
它们是中国行业中的领军品牌。 

以“引导品牌消费，打造诚信品牌”为宗旨，本着动态管理、公开透明的产
生原则，一切以体现客观性和准确性为重要准则，真正做到十大品牌不是评比，
不是评选、不是表彰、不是认证、更不是竞价排名，而是广大用户品牌使用体验
的最终结果的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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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品牌网作为本次活动的官方网站，公开了全程实时网络投票情况，
在显要位置对 2012 中国橱柜十大品牌榜单进行重点展示，国家品牌地理网、中
国驰名商标网、今讯网等各大媒体对上榜品牌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2012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名单： 
1.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标：金德)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公司以研究、开发、生产新型化学管道为核心产业，并涉足酒店、矿山、电力、
旅游等多个领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化学管道生产企业。 

2.江苏皮尔萨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皮尔萨) 
江苏皮尔萨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做健康水生活的倡导者，2003 年初皮

尔萨从美丽富饶的太湖之滨、丝绸之路源头—苏州，开始了“皮尔萨”的品牌之
路，先后被评为苏州名牌、苏州知名商标、中国管业畅销品牌、中国管业着名品
牌、江苏名牌、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管业十大品牌等殊荣，并由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承保，成为中石油、秦山核电站、元洲装饰集团、绿城地产等国内知名企事业
单位的合作伙伴。时至今日，皮尔萨以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规模实力、全球化的管
理团队、连贯性的企业发展策略、深厚的企业文化、产品配套的整体化、创新的
经营策略，成为国际知名管道品牌。在全国有超过上千个工程案例的骄人业绩，
产品远销到到俄罗斯、韩国、古巴、非洲等地，我们生产的管道已经超过 30 亿
米，全球有超过两千万个家庭正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成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和受
人尊敬的行业标杆企业。 

3. 苏州皮尔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商标：皮尔特) 
皮尔特管业集团共拥有苏州皮尔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蝶胜管业有限公

司、上海新绿蝶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苏州恒杰铜业有限公司(铜件制造)等多家子
公司。皮尔特管业集团是国内较早生产 pp-r 管道系列产品的大型民营企业，旗
下有皮尔特、沪康、万家净、宝莱、新绿蝶等几大品牌。自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
绿色环保工程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公司秉承“皮尔特管道，绿色通道”这一理念， 
2001 年 即 引进 德 国 进 口 原 料 设 备 及 工 艺专 业 生 产 和 销 售 符 合 国 际 标 准
din8077，din8078 的 pp-r 管材、管件、安装设备等全套管道产品，公司主要
产品有：pp-r 管材管件、frpp-r 玻纤增强管材管件、纳米抗菌 pp-r 管材管件、
pp-r 铝塑稳态管、pe-rt 采暖管、pvc-u 排水管、管材管件、pe 管材管件、铜
嵌件等系列产品。 

4.金塑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商标：美尔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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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塑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是由上海金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津源环保建
材有限公司、福建惠泽龙酒业有限公司、上海惠泽酒业有限公司组建而成，是一
家以实业投资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总资产规模 6 亿多元，涉及新型建材、黄
酒酿造、工业旅游、实业投资等领域。“美尔固”管道，始创于 2000 年，是集
团公司的核心产业之一，主要致力于 pp-r、pe-rt、pe、pvc 等新型塑料管道产
品及相关水暖配件生产与研发，为各类终端客户提供生活给排水、暖通、市政给
水的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5.沈阳帝乐管业有限公司 (商标：帝乐) 
帝乐(中国)管业始建于 1999 年，是一家系国内集研制、生产、销售 upvc

给排水管材、管件、柔性接口管材、管件、upvc 电工穿线管材、管件、三型聚
丙烯(pp-r)冷热水管材、管件、pe-rt 地板辐射采暖管材等产品专业化的集地产
工程、家装零售为一体的塑料管道供应商，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自来水工
程、农业、化工、邮电通讯等诸多领域。公司引进德国技术与管理标准，并在此
技术管理标准上不断优化与创新，目前已在塑料管材应用技术研发领域处于业内
领先地位，拥有数十项重要专利技术和产品。全国建有 4 个生产基地，年总产量
实现 18 万吨。产品种类达 1300 多种，建设有 1000 多个样板工程，遍布全国经
销商总达 500 多个。 

6.浙江台州水博士管业有限公司 (水博士) 
浙江台州水博士管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设计、制造、营销、服

务等于一体的实体企业，专业生产塑料管件、管道、水暖、卫浴等。凭着对绿色、
环保、健康生活和品质创新的挚爱和追求，企业创建了恳德管系列品牌产品，为
中国家庭提供绿色、环保、健康安全的给排水管道环境。 

7.苏州市天骄建材有限公司 (商标：天骄) 
苏州市天骄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新型建材研发、生产的科技型股份企

制企业。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各种生产、检测设备。在设计、工艺等
方面全面应用先进计算机技术，拥有高分子、塑料方面的专业人才，不断进行科
技创新。公司主要生产 ag+杀菌稳态家装专用管、三型聚丙烯(pp-r)管材管件，
pvc-u 排水管材管件、pvc-u 雨水管、pvc-u 电工套管及配件。产品通过国家
权威机构检测，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经过几年的执着努力，我们以一流的产品检
测、完美卓越的产品品质及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赞誉， 我们也决意
要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 

8. 浙江富华管业有限公司(商标：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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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华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坐落于美丽的西施
故里-浙江诸暨店口，是国内较早、规模较大的塑料管道生产企业之一，专业研
发、生产、销售 pp-r 管材管件、铝塑复合管、地暖管、pvc 管道等系列产品，
广泛应用于给水、排水、排污、燃气、取暖、电力等领域。 

9.浙江奥品管业有限公司 (商标：奥品) 
浙江奥品管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新型管道科技产品的科研、开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型企业。专业生产“奥品”品牌系列管道产品(产品为 
pp-r 三型聚丙烯管材管件、pe-rt 地暖管、玻纤增强 pp-r 管材、纳米抗菌 pp-r
管材、给水用聚乙烯(hdpe)管材、热熔承插式管件、热熔型铝塑 pp-r 复合管、
铝塑复合管等)。 

公司拥有雄厚的产品研发能力、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
和庞大的销售服务体系。严格执行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与国际、国内许多管道权威机构和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合
作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管道行业科技创新。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各大型工程及自来
水管网铺设工程中，并被上海大学、太平洋大酒店、爱琴海大酒店等工程项目采
用。 

秉承“冠军高度，客户至上”的经营管理理念，2009 年公司将强势实行品
牌营销战略，牵手奥运冠军王丽萍为企业形象代言人，并且与国家体育总局合作，
“奥品”品牌系列管道产品被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馆选为指定产品。2010 年
“奥品”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cctv 央视广告品牌”，公司产品出口中东、
远东及欧美国家。 

公司为用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未来管业第一
品牌。 

10.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商标：伟星) 
伟星集团创建于 1976 年 9 月，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稳健快速发展，已成为产

业专业化、信息网络化、经营国际化、管理科学化的国家级集团公司。形成了以
服饰辅料、新型建材、房地产、水电开发为支柱产业，集商贸、投资、文化传播
与发展为一体的经营格局。来源:中国十大品牌网 时间:2013-01-11 

【中国塑料管道年产量 1100 万吨】 

2012 年塑料管道行业在克服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开发增速放缓、资金压力加
大等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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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模具及五金塑胶产业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发布报告称，2012 年
塑料管道生产量为 1100 万吨，较 2011 年增长 10%，再创历史新高。在新产品
研发、高端市场开发、高水平技术和装备投入等方面有较大的提高；行业总体技
术水平、产品质量水平有所提升；大企业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小企业数量减少，
规模企业异地布点、兼并扩张步伐加快；生产企业、用户行业的产品质量意识、
产业素质、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塑料管道行业正在向产业结构调整、适度规模
经济、提升质量水平方向良性发展。 

日前，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委会第八届七次理事会议近期在江
苏吴江召开，会上通报了专委会 2013 年拟安排的一些活动，主要有：3 月份在
杭州召开中国塑协塑料管道专委会第八届八次理事会议；4 月份在成都召开中国
塑协塑料管道专委会第九届一次会员大会暨 2013 年年会；9 月份与国际塑料管
道协会(PPCA)共同举办第三届(西安)国际塑料管道交流会；11 月份召开中国塑
协塑料管道专委会第九届一次理事会议。2013 年还将与相关协会、单位安排培
训、交流等活动。中国国际招标网 时间：2013.03.27 来源：全球五金网  

 

【2013 年地暖管材企业发展好坏争议论】 

2012 年主流地暖管企业销售业绩低于预期，大部分企业都不同程度地感到
了市场寒潮所带来的寒意。面对 2013 年的地暖管材市场，发展情况好坏存在很
大争议。 

乐观者认为，虽然国家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商品房项目的开工量有所
减少，但国家主导的保障性住房的开工量却在增加。房地产市场此消彼长，但总
的项目开工量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逐年增加，这无疑
为地暖管材企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们对 2013 年的行情都很乐观。但是，
也有部分地暖管材企业的负责人提醒说，对于 2013 年的行情，地暖管材企业应
谨慎，不应该过于自信。 

据某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不太看好 2013 年的行情，尽管我们公司的销
售市场主要集中于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较小的二三线城市，但是，随着国
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的加大，我们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一些二三线城市正在受
到影响。据一些有意向采用我们地暖管材的客户和开发商反映，目前，他们的资
金都非常紧张。”对于 2013 年企业是否还能以 2012 年的增速发展，他表示并
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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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收紧，目前部分地暖管材公司有部分的货款无法按时收
回。为了避免不良货款率的增加，部分企业甚至被迫施行“不见现款不发货”的
措施。目前该措施已在多家地暖管材企业中开始实行。 

 

竞争对手资讯 

【伟星生产 PP-R 管材设备来自德国的玛菲】 

星品质”伟星生产 pp-r 管材的设备是来自德国的玛菲，德国设备的优点是
精密稳定，长期生产稳定性高，还能控制料量。优质的原料，再加优质的生产设
备，这才能够制造优质的 pp-r 管材。 

【青龙管业响应节水政策 拟布局河南】 

近期，国务院印发《国家农业节水纲要(12-20 年)》，要求大力发展农业节
水，提高灌溉效率。而节水灌溉滴灌管带比常规灌溉节水 50%-80%，且能够提
高肥效，减小盐碱对作物损害，使作物产量提高 20%-100%。为响应政策号召，
挺进农田灌溉领域，青龙管业拟布局河南。 

据悉，2012 年 12 月-2013 年 3 月，青龙管业拟在河南南阳建设年产 60km，
直径 1200-2400mm 的 pccp 管项目。 

此 外 ， 同 期 青 龙 管 业 还 将 在 河 南 安 阳 一 期 建 设 年 产 120km ， 直 径
1200-3600mm 的 pccp 管项目；二期建设节水灌溉滴灌管带 1 亿米，upvc 管
和 hdpe 管各 1 万吨，建设期为 2014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 

 

【瀚格管业荣获东北地区最佳地暖供应商】 

2013 年 1 月 11 日，在北京慧聪总部产业园基地，由慧聪家居采暖网主办
的首届“2012 年慧聪家居采暖行业寻找中国最佳供应商”渠道大会活动顺利举
行，来自采暖行业业内的专家、企业代表、媒体等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
刻。盘锦瀚格管业有限公司荣获中南地区最佳地暖供应商。 

瀚格管业荣获东北地区最佳地暖供应商 
中国地暖行业自萌芽以来，水、电两种方式便相伴相行，一路走来，共同谱

写着中国地暖行业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当地暖采暖普遍被家庭接受的时候，质
量过硬，物有所值的产品一定会被消费者口口相传，凭借专业的科技队伍和强大
的营销网络，地暖行业会稳定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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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渠道的建设是企业制胜市场的关键。在产品、价格高度
同质化的背景下，渠道建设及管理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关键点。渠道是否合理和畅
通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一个企业的命运所系。渠道建设对我们采暖企业来说也同
样至关重要，但相比其他领域，供热采暖行业的渠道建设及发展都有其独特的一
面。慧聪家居采暖网首届“渠道大会”活动，旨在帮助企业和渠道经销商搭建一
座沟通交流的桥梁，明确自身发展路径，开辟创新思路，结合当前政策方向和经
济环境，实现共同成长。 

【关于盘锦瀚格管业有限公司】 

盘锦瀚格管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近 30000 平方米，目前拥有 2 万平方米高
标准厂房。一栋综合楼和一栋办公楼，拥有员工近 300 人，专业技工 100 余人。
公司配置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有 ppr 管材生产线 7 条，高速 pert 管材生产线
4 条，pvc 排水管材生产线 4 条，pe 给水管材生产线 6 条，注塑机管件生产设
备 28 台，模具 500 多套等，另外公司建立了一流的实验室，聘请了一大批高层
次、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聘请国内权威专家任技术指导，与国家重点院校保持着
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共同致力于中国管道的研发创新。 

 

科研资讯 

【全新抗震型 PE 塑料管材应用量增长速度快】 

对于 pe 管道的抗震性能，业内人士的认识比较统一：pe 管具有独特的柔
韧性和优良的耐刮伤能力，容易移动、弯曲和穿插，遇铺设路面沉降、错位也不
容易断裂造成伤害，抗震性能好。在 1995 年日本神户地震中，唯一未造成大规
模损坏的管道就是 pe 燃气管和给水管。也正是因为包括 pe 管的这种优点在内
的诸多优点，使之在欧洲管道市场占有重要的位置，并成为美国十几年来各种塑
料管道产品中应用量增长速度最快的管道产品。 

在 pe 类管道产品中，一种以 pe 为基材、以钢丝网骨架增强的复合管材——
钢丝网骨架塑料(pe)增强复合管的抗震性能也受到了关注。这种管材在继承了纯
pe 管道各种优点的基础上，因为钢丝网骨架的增强作用，使得它适应地面沉降
等条件的能力更加突出。在奥运场馆建设过程中，这种管材就是因为上述优点而
被选作国家体育场的埋地生活用水管材。 

对于柔性接口的 pvc 类管材的抗震性能，部分消费者还存在一些认识方面
的误区——误以为该产品的接头与其管材产品本身一样比较脆。但相关资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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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柔性接口的塑料管材，其抗震性能也是比较明显的。与 pe 类管道中的钢丝
网骨架塑料增强复合管一样，pvc 类管材产品的改性产品——pvc-m 管的抗震
性能与 pvc-u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据专家介绍，除塑料管材外，部分金属管道产品和混凝土管的抗震性能也
是比较突出的。金属管道产品中，离心球墨铸铁管由于其延伸性和抗震性能突出，
在遇到地形发生变化时，安装后的球墨铸铁管可沿轴线偏转 35 度，在地震中的
破损率非常低。根据相关行业协会提供的资料，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的
抗震性能也比较理想。据介绍，pccp 管体为刚性管，而接头采用承插式，具有
可挠性。 

所以，在整体上属柔性设计，这使其成为防震性能良好的管材之一。该资料
显示，1999 年 9 月 21 日，我国台湾发生 7.3 级大地震后，相关部门对这次地震
中公共给水管设备的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所有管线中，只有 pccp
没有任何损害。在距离这次地震震中约 10 公里处，一条直径 4 米、长 3 公里的
pccp 管线在这次地震中表现良好，基本没有受到损害。 

【PE 管和 PVC 管的性能对比和发展趋势】 

pe 管从研发投放至市场，再到替代 upvc 管，占领市场，成为大多数管道
选择者的不二选择，这是有着根本的原因；首先从 pe 管的材质特性上来讲，就
比其它管材要优质许多；另外，经常市场的检验，市场消费者也从中体验到了
pe 管的优秀品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分析，pe 管相比较于 upvc 管的性能和
应用市场，从而来判断 pe 管未来的发展前景。 

1.两种管材力学性能对比 
1.1 材料常温下的强度对比 
pvc 材料短期、长期强度均大大高于 pe 材料。 
1.2 最小要求强度(mrs)和安全系数(c)的对比 
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说明，pvc 的 mrs 和安全系数均大大高于 pe，即长期使

用的强度和安全性均高于 pe。从而同为 75mm 的管材，采用 pvc 原料比采用
pe 原料生产的管材壁厚薄得多，这是由于由于 pe 材料常温下强度和长期强度
都不如 pvc 高，只能通过加大壁厚来增加强度。若取相同壁厚，则 pe 管达不
到使用要求的强度。若取相同的管径，则 pvc 管材可输水通径较 pe 管大。反
之若要达到同样的输水量，需要直径更大的 pe 管，其工程费用明显增加。说明
pvc 材料的较高强度和刚性作为给水管道使用是经济实惠的。 

1.3 寿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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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稀(pvc)是极性大分子，较单体氯乙烯(pe)和一些小分子较为稳定，
因此比较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是，现在交联氯乙烯等高分子的出现，将会在
这方面有所提高。 

2.卫生性能对比 
2.1pvc 和 pe 均是环保的材料 
两者均可回收再反复利用，是节约资源利于环保的材料。 
2.2pvc 同 pe 一样可达到卫生无毒 
塑料制品最容易引起人们误会的是所谓“有毒和无毒”的问题。聚氯乙烯可

能是这些误会中最深的一种。科学的讲，对塑料制品不存在有毒和无毒分类的问
题，而是普通塑料和食品卫生级塑料的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塑料都是无毒的，
它们可以制造食品包装、医药用品，甚至用于制作人体中的某些骨骼和器官。 

聚氯乙烯制品有普通级和食品级之分。食品卫生级的 pvc 制品，对添加剂
中重金属和 pvc 中氯乙烯单体(vcm)含量方面进行了严格要求。但这并不表示
普通级 pvc 制品有毒，而是不适合用在食品卫生领域。更不是有人认为不能用
和不能接触。一般来说，加工 pe 材料添加剂少，被认为是卫生无毒。而对聚氯
乙稀的争议正源于这两方面，下面就做一简单分析。 

(1)关于氯乙烯(vcm)单体问题，在生产初期确实存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
的努力和提高，其合成工艺日趋完善，国内氯碱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改造工艺等方法都能生产出 vcm 含量低于 5mg/kg 的卫生级树脂。加之国内大
中型加工企业使用先进设备，所以最终产品的 vcm 含量肯定不会超过
1mg/kg，完全符合食品级要求。 

(2)稳定剂的争议主要是重金属含量问题。对给水管道中使用不同稳定剂各
国卫生组织有不同规定。至今在仍有许多国家允许使用低铅系列稳定剂。他们认
为现代加工设备先进，需添加的稳定剂量小，最终能从管道表面被溶解而渗出的
铅非常少，使用时经过最初的冲洗能渗出的铅基本上不存在，完全达到安全的使
用范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饮用水总的铅含量的规定是低于 0.01mg/l。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卫生无毒也是 pvc 管道
发展的方向。今年来出现了卫生性能更好的有机锡，稀土，钙－锌复合剂等稳定
剂体系，使 pvc 管道系统完全不含铅。1998 年国家新颁布了《生活饮用水输配
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其规定铅含量低于 0.005mg/l(比 who
的规定还严格)。采用新型卫生级稳定剂生产 pvc 管道完全能达到该标准要求。 

所以只要是通过国家严格要求，认证的企业生产的 pvc 管道，是没有后顾
之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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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概况 
自从上海市建委于 1998 年发布不允许镀锌钢管再作给水管的决定以来，国

内众多省市纷纷作出了类似决定。1999 年国务院转发建设部等 8 部委“提高住
宅质量若干意见”的联合通知，对此项决定也予以肯定。此后我国给水新型管材
迅猛发展，开发引进了各种新型管材。在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 pvc、pe 给水管
得到充分发展，某些文献甚至断言，50mm 及以下的给水管，pvc、pe 管的使
用量要占总量的 80%～90%以上。在我国禁止用镀锌钢管后，pvc、pe 两种管
材也在国内市场占据了很大的份额。 

在我国给水管网中应用的塑料管主要是 pvc 管。pe 管应用比较晚，也比较
少。近十年来，随着 pe 管道在欧洲供水行业的发展应用，pe 管道才开始受到
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来 pvc 日益受到环保方面的压力，有关 pvc 管中重金属
铅、镉的含量是否超标，这些都让 pe 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这次，北京
在 pe 管的应用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北京市从 2003 年下半年起，供水、供
气管网陆续采用环保型聚乙烯(pe 管)。广西从 2003 年起，在新建住宅管道安装
中，推广应用已被确认为无毒无污染的给水用聚乙烯(pe 管)。 

4.pvc、pe 管材的现状和发展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大力推广应用 upvc 管，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

策、制度、标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产品标准、
检测方法标准及检测手段、施工工程技术规范等，从而统一了产品的规格尺寸和
质量指标，实现了产品的互换性。这说明了 pvc 给水管道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成
熟期，产品质量和施工质量均有了保障，从而保证了 pvc 给水管道的使用效果。 

而给水用 pe 管材的国际标准(iso4427)直到 1996 年才正式发布。我国于
1999 年参照 iso4427 编写了国家标准 gb/t13663，并在 2000 年发布实施，但
至今 pe 管件的标准、工程技术规范等仍在继续完善之中。这说明国内 pe 管材
质量还未稳定，管材管件配套未完善，因而无法确保生产、施工中的质量。 

5.施工技术难度和造价 
多年的使用数据表明，upvc 的整个施工费用为主要的材料的 8%～10%，

与 pe 管材相比，施工费用大体相当。由于 pe 管的安装较复杂，安装现场要求
必须有施工电源，才能熔化接头，技术要求高，且熔化接头的质量要求较高，容
易出现操作不当而引起漏水或接头爆管。而 pvc 管的接头安装方便，安装现场
不需要电源，安装方法简单，不需要专门培训就可安装，很少出现漏水或接头爆
裂。 

6.趋势 



 

 19 / 40 

 

综上所述，目前在国内应用的塑料管道仍然是以 upvc 管为主，是有其历史
原因和科学道理的。但是纵观国际上塑料管的应用经验及发展情况，pe 管的发
展速度明显快于 upvc。而人们对于环保和卫生的要求的日趋提高，以及国家的
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将刺激 pe 管材、管件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预计在未来
几年内的用量将逐步超过 upvc 管。 

国际资讯 

【乔治费歇尔进军 PP-R 市场 主打家装冷热水管】 

随着几批进口 pp-r 管件运达国内，标志着乔治费歇尔（gf）已经把 pp-r
的全系列产品引入中国，从 2013 年开始正式进军国内冷热水管路产品的零售市
场。同时也标志着，gf 这个塑料管路产品巨头又将一个成熟的产品进行本土化
运作，为中国市场客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选择。    

pp-r 很早就被引入中国，由于性能比传统金属管更适合民用冷热水输送，
可热熔焊接、安装方便安全、价格竞争力较强，很快成为国内应用范围最广的民
用管材。目前市场上的 ppr 冷热水管良莠不齐，生产厂商成千上万，不正规的
厂商为了节约成本以次充好、使用回收料等，造成产品品质的隐患。作为塑料管
路系统的领导者，为了提高普通家庭的用水健康和安全，gf 把高品质的 pp-r 产
品引入中国市场，优质的产品能适应家庭冷热水的各种使用状况。    

水管并不贵，安全无疑要放在首位。作为隐蔽工程的冷热水管，虽然在家装
中所占价值极低，却不像家具电器一样可以随时更换，不安全的水管一旦埋下，
饮用水卫生问题和管道渗漏问题也随之埋下，各种损失将难以弥补！只有真正安
全的水管才能为家庭的健康和安全呵护一生。gf 致力于优质管路系统的研制，
为全球众多大型项目提供解决方案，gf 严苛的标准保证管路产品的安全性，200
多年历史造就可信赖的品牌。 

【全球最大塑料管材生产商在川建西部基地】 

慧聪塑料网讯：昨日（2 月 27 日），世界最大的塑料管材生产商美国 JM Eagle
集团宣布，将其中国西部生产研发总部和商业综合项目落户成都市新津县，项目
总投资分别为 4.4 亿美元和 10 亿元人民币。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会见
了美国 JM Eagle 集团总裁王文祥一行，并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甘霖与王文祥
签署了《四川—美国 JM Eagle 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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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美国 JM 集团是世界最大的塑料管材生产商，是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
庆先生生前在美国创办的企业，目前由王永庆之子王文祥任总裁。西部基地包括
年产 32 万吨各类 PE、PVC 管材，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60 亿元
以上，年纳税 3 亿元以上。  

 会上，新津县政府和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还分别与美国 JM Eagle 集团签署
了《美国 JM Eagle 集团中国西部生产研发总部和商业综合项目投资协议》和《成
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与美国 JMEagle 集团项目合作协议》。 

 

行业数据 

【我国塑料管材行业“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我国塑料管材行业“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在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
下，我国塑料管材行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由于塑料管材在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预计到 2015 年我国塑料管材生产总量约为 1320 万
吨。 

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仍提供稳定内需;水利建设政策大力支持，年均 4000 亿
的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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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状况下，受当前的利好政策，我国塑料管材
行业发展空前高涨。 

由此可见，我国塑料管材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了，相信未来我国塑
料管材行业将迎来快稳发展。 

【美国塑料管材增速有望居首】 

最新公布的市场调查称，到 2016 年，美国市场的管道需求有望每年增长
6.2%至 501 亿美元。其中，塑料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材料。 

推动增长的因素包括建筑施工的复苏、石油与天然气勘探规模的扩大及更换
老化水管网络的需求。一份《塑料管与竞争性管道》的报告称，推动塑料增长的
驱动力包括对树脂进行改良以提升管道性能。 

pvc 管材在 2011 年占所有塑料管材总需求一半以上，今后仍将保持重要地
位，增长速度有望接近两位数。按销售额计算，钢管所占比重仍将最大，到 2016
年销售额将达 28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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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塑料管道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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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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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塑料管道市场经济较为激烈，较大规模的塑料管道生产企业超
3000 家，年生产能力超 1500 万吨，年产能 1 万吨以 上企业达 300 家，有 20
家多家年产能超过 10 万吨。在小口径的家装常用领域，竞争较为激烈，门槛不
高，使得布局销售网络成龙头企业发展之本;而在工程类项目领域，产品生产壁
垒与运输半径限制使得龙头企业重在技术研发与规模扩张。 

从上市企业目前的状况来看，一部分处于刚上市阶段，正在利用募集资金布
置产能规划与营销建设，另一部分则是上市有段时日，正通过增发进行规模扩张。
龙头企业行为证实企业角度对于塑料管道领域的做大做强的信心。随着营销体系
的网络完善与各重要区域的产能布局，未来我国塑料管道领域将有希望实现更为
健康的发展途径，龙头企业有望提升占有率 

【中国塑料管道年产量 1100 万吨】 

2012 年塑料管道行业在克服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开发增速放缓、资金压力加
大等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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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模具及五金塑胶产业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发布报告称，2012 年
塑料管道生产量为 1100 万吨，较 2011 年增长 10%，再创历史新高。在新产品
研发、高端市场开发、高水平技术和装备投入等方面有较大的提高；行业总体技
术水平、产品质量水平有所提升；大企业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小企业数量减少，
规模企业异地布点、兼并扩张步伐加快；生产企业、用户行业的产品质量意识、
产业素质、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塑料管道行业正在向产业结构调整、适度规模
经济、提升质量水平方向良性发展。 

日前，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委会第八届七次理事会议近期在江
苏吴江召开，会上通报了专委会 2013 年拟安排的一些活动，主要有：3 月份在
杭州召开中国塑协塑料管道专委会第八届八次理事会议；4 月份在成都召开中国
塑协塑料管道专委会第九届一次会员大会暨 2013 年年会；9 月份与国际塑料管
道协会(PPCA)共同举办第三届(西安)国际塑料管道交流会；11 月份召开中国塑
协塑料管道专委会第九届一次理事会议。2013 年还将与相关协会、单位安排培
训、交流等活动。 
 

实讯快报 

【沈阳浑南 9 宗地块顺利拍卖】 

晨报讯（记者 宋雪）26 日浑南 9 宗地块约 70 万平方米土地顺利拍卖。 
拍卖会上，气氛并没有往日的紧张，两轮叫价就能拿下地块。记者了解到，

此次拍卖的 9 宗地块位于新立堡立交桥沿线，其中编号 CGJ02-01-14 宗地为商
业用地，土地面积 14654.3 平方米；其余 8 宗住宅用地中 4 宗地块土地面积超
10 万平方米，且容积率最低至 1.7。 

不少业内人士猜想，如此大面积的地块很可能会开发为别墅区。 
而拿下地块的某开发商也表示，拿下的 3 宗地块准备开发为洋房、别墅等高

端住宅。 
浑南新区大宗地块如此抢手，沈阳市房产局信息中心教授黄闯认为，这与东

部新城规划有关，东部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开发重点，继金廊、浑南新城中心区后，
成为提升城市现代服务核心功能、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黄闯还表示，沈阳“国五条”细则尚未落地，有开发商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这种现象很正常的。实际上，开发商的大量拿地就能说明对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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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土地市场 1 小时吸金 21 亿 金地圈地 3 幅再造低密高端项目】 

“国五条”细则出台，令沈阳土地市场陷入短暂低迷期。自 3 月 5 日土地拍
卖会流拍多地仅成交一幅加油站用地之后，沈阳土地市场进了入近 1 个月时间的
无地供应状态。土地市场的“沉闷期”在本日得以终结，上午十时整，来自东陵
区的 9 宗地块集中供应市场。土地实探：土地市场低迷期后或现井喷 东陵 70
万方地或建别墅项目。 

本次推售的 9 宗地块，土地均坐落东陵区新立堡桥沿线。拍卖会一开始，备
受瞩目的新立堡桥沿线 CSM 地块群被首先推出。地块群由 3 宗地块组成，
DL-12088 地块、DL-12089 地块、DL-12090 地块三宗地块总体量逾 30 万平米。
经过 2 轮竞价，3 宗地块最终被 10 号号牌持有者金地集团竞得，3 宗地块土地
溢价率均为 0.12%，3 宗地块最终总价 8.59 亿元。金地集团将在 3 宗地块上打
造怎样的产品，本次拿地是否意味着金地集团在沈布局将再度扩容？对此，365
记者现场独家专访了金地集团投资发展部投资专业经理刘磊，刘经理表示：“这
3 宗地块地处东陵区新立堡大桥附近，地块容积率 1.7，未来规划建设低密容积
洋房住宅产品，产品定位可以参照大连‘艺境’产品系，产品面对人群是城市中
坚阶层。” 

经过 2 轮竞价，DL- 13019 地块被 66 号号牌持有者以楼面地价 1266 元/
平米购得，土地溢价率 0.16%，土地总价 4638 万元；DL-13020 地块被 99 号号
牌持有者以楼面地价 1502 元/平米购得，土地溢价率 0.13%，土地总价 1.92 亿
元；同被 99 号收入囊中的还有 DL13022 地块，该地块最终总价 3.45 亿元，土
地溢价率 0.13%；经过 2 轮竞拍，DL-13021、13023 地块同被 66 号号牌持有者
以楼面地价 1502 元/平米购得，土地溢价率均为 0.13%，两地块总价 5.98 亿元；
最后一个拍出的 DL-13026 地块被 7 号号牌持有者沈阳万锦新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以楼面地价 1850 元/平米购得，土地溢价率 0.11%，土地总价 36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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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地块交易结果】 

2013.1.1-2013.4.8 

地块编号 DLG-1308  

地块名称 SHN08-02-16-0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553.014 

成交日期 2013-04-08 

竞得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地块编号 DLG-1309 

地块名称 SHN08-02-16-03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602.96994 

成交日期 2013-04-08 

竞得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地块编号 DLG-1302 

地块名称 SHN11-03-13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3958.14555 

成交日期 2013-04-08 

竞得人 沈阳新经济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10 

地块名称 产业东区 07-5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805 

竞得总价（万元） 770.409955 

成交日期 2013-04-08 

竞得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北电力第一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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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G-1156 

地块名称 SHN10-02-18-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565.06268 

成交日期 2013-04-08 

竞得人 沈阳汉拿混凝土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 2012-005 

地块名称 101 国道东侧-68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104 

竞得总价（万元） 4746.22848 

成交日期 2013-04-03 

竞得人 辽宁军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A03-01 

地块名称 鲁美学校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588 

竞得总价（万元） 4588.073408 

成交日期 2013-04-01 

竞得人 沈阳市宝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88  

地块名称 CSM01-01-03-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627 

竞得总价（万元） 2.93550969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威新房地产开发（大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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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2089  

地块名称 CSM01-01-03-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627 

竞得总价（万元） 3.13110584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威新房地产开发（大连）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90  

地块名称 CSM01-01-0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627 

竞得总价（万元） 2.515582454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威新房地产开发（大连）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 13019 

地块名称 CGJ02-01-14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266 

竞得总价（万元） 0.463808595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陈广生 

 

地块编号 DL-13020 

地块名称 CWJ02-01-03-1-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502 

竞得总价（万元） 1.9246631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付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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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3021 

地块名称 CWJ02-01-03-1-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502 

竞得总价（万元） 3.247348933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陈广生 

 

地块编号 DL-13022 

地块名称 CWJ02-01-03-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502 

竞得总价（万元） 3.45306015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付继涛 

 
 
 

地块编号 DL-13023 

地块名称 CWJ02-01-03-3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502 

竞得总价（万元） 2.725413246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陈广生 

 

地块编号 DL-13026 

地块名称 CAT03-01-05-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850 

竞得总价（万元） 0.361452852 

成交日期 2013-03-26 

竞得人 沈阳万锦新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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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G-1303 

地块名称 马楼子村 2013-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7598.83986 

成交日期 2013-03-13 

竞得人 辽宁黑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04 

地块名称 SWN02-01-0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2824.80885 

成交日期 2013-03-13 

竞得人 沈阳市东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07 

地块名称 SWN02-01-03-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874.05455 

成交日期 2013-03-13 

竞得人 沈阳德氏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155 

地块名称 SHN11-02-4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68 

竞得总价（万元） 3591.567944 

成交日期 2013-03-13 

竞得人 沈阳国润低碳热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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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大东 G-23 

地块名称 北大营街延长线东-1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995.55456 

成交日期 2013-03-11 

竞得人 沈阳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G）2012-080 

地块名称 沈北开发大道北侧-13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376 

竞得总价（万元） 751.8496 

成交日期 2013-03-04 

竞得人 核工业二四○研究所 

 
 
 

地块编号 沈北（G）2012-089 

地块名称 102 国道东侧-2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321 

竞得总价（万元） 218.3121 

成交日期 2013-03-04 

竞得人 沈阳航天新阳速冻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G）2012-091 

地块名称 沈北开发大道北侧-13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5 

竞得总价（万元） 3730.8355 

成交日期 2013-03-04 

竞得人 辽宁津通高科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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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沈北 2010-091 

地块名称 101 国道东侧-48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802 

竞得总价（万元） 903.9858 

成交日期 2013-03-05 

竞得人 沈阳市仲石房地产咨询事务所 

 
 

地块编号 DL-13015 

地块名称 SXB01-01-03-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18 

竞得总价（万元） 9147.247296 

成交日期 2013-03-01 

竞得人 贾朗 

 
 

地块编号 DL-13016 

地块名称 SWJ01-02-0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97 

竞得总价（万元） 10985.96121 

成交日期 2013-03-01 

竞得人 保利（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04 

地块名称 SWJ01-02-13-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04 

竞得总价（万元） 2239.001949 

成交日期 2013-03-01 

竞得人 保利（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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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3003 

地块名称 SWN01-01-0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02 

竞得总价（万元） 20708.72034 

成交日期 2013-03-01 

竞得人 天洁集团沈阳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169 

地块名称 浑河二十街-40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146 

竞得总价（万元） 1520.951760  

成交日期 2013-02-20 

竞得人 沈阳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2012-59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雪莲街西、长大铁路东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20 

竞得总价（万元） 2835.588000  

成交日期 2013-02-20 

竞得人 沈阳天润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G2012-71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林盛街道褚贵堡村沙河南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0 

竞得总价（万元） 426.039000  

成交日期 2013-02-20 

竞得人 沈阳荣坤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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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13-007 

地块名称 凯宾斯基东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4821 

竞得总价（万元） 23365.98891 

成交日期 2013-02-27 

竞得人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地块编号 DLG-1157 

地块名称 SHN11-01-08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63 

竞得总价（万元） 7055.007048  

成交日期 2013-02-21 

竞得人 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158 

地块名称 CSM01-02-08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1 

竞得总价（万元） 9476.036210  

成交日期 2013-02-21 

竞得人 毅都（沈阳）冷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159 

地块名称 CSM01-02-10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1 

竞得总价（万元） 3619.314334  

成交日期 2013-02-21 

竞得人 毅都（沈阳）冷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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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沈北 2012-101 

地块名称 203 国道西侧-30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29 

竞得总价（万元） 13749.99296 

成交日期 2013-02-19 

竞得人 沈阳富嘉园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03 

地块名称 东陵路 28 号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250 

竞得总价（万元） 15082.884225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业乔瑞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04 

地块名称 金廊 5 号南部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689 

竞得总价（万元） 47192.393685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辽宁思睿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2012-72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沈大高速公路东、乔松路南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379 

竞得总价（万元） 674.657900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市苏家屯区乔松农贸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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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CB2012-4 

地块名称 长白西二街东、24 米规划路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963 

竞得总价（万元） 104089.301100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嘉逊发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QPS12-046 

地块名称 满堂街道 12046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977 

竞得总价（万元） 1080.126258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东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XC2012-16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57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020 

竞得总价（万元） 47898.579360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宏禹轩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XC2012-17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61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920 

竞得总价（万元） 43224.489600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创富瑞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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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YHXC2012-19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67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020 

竞得总价（万元） 42732.292000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华沃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XC2012-20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51-3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202 

竞得总价（万元） 5470.428600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DECATHLON S.A. 

 
 
 

地块编号 YHXC2012-21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69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852 

竞得总价（万元） 42850.507951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汇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05 

地块名称 欧博城东-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112 

竞得总价（万元） 44796.052224  

成交日期 2013-02-06 

竞得人 沈阳威嘉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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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13-001 

地块名称 千山西路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821 

竞得总价（万元） 23980.24  

成交日期 2013-01-29 

竞得人 沈阳友隆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176 

地块名称 浑河二十四街-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12 

竞得总价（万元） 11464.36085 

成交日期 2013-01-29 

竞得人 沈阳正宸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KF2012-032 

地块名称 于洪区马三家中街西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67 

竞得总价（万元） 1086.733538 

成交日期 2013-01-29 

竞得人 沈阳瑞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64 

地块名称 SHN08-03-09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1801 

竞得总价（万元） 6925.941809 

成交日期 2013-01-30 

竞得人 沈阳实瑞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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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2085 

地块名称 SHN05-01-02-0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014 

竞得总价（万元） 14370.23  

成交日期 2013-01-30 

竞得人 沈阳富邦一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04 

地块名称 营城子街道后桑林子 0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281 

竞得总价（万元） 25512.35501 

成交日期 2013-01-23 

竞得人 辽宁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78 

地块名称 SHN01-01-37-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234 

竞得总价（万元） 1303.859948 

成交日期 2013-01-23 

竞得人 姜学军 

 

地块编号 DL-12079 

地块名称 SHG01-01-04-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714 

竞得总价（万元） 24589.07571 

成交日期 2013-01-23 

竞得人 沈阳美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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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2083 

地块名称 SHN07-01-25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1801 

竞得总价（万元） 4546.851426 

成交日期 2013-01-23 

竞得人 沈阳市瑞甫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37 

地块名称 SWN02-02-05-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587 

竞得总价（万元） 1236.012793 

成交日期 2013-01-23 

竞得人 沈阳万赢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2059 

地块名称 SWN03-01-06-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508 

竞得总价（万元） 1457.827158 

成交日期 2013-01-23 

竞得人 沈阳民丰综合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KF2012-028  

地块名称 于洪区 304 国道北 A 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787 

竞得总价（万元） 8058.301555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辽宁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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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JK2012-186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一号路-18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76 

竞得总价（万元） 903.139794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沈阳庞大投资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187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一号路-19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76 

竞得总价（万元） 1179.074538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沈阳庞大投资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188 

地块名称 浑河十六街-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81 

竞得总价（万元） 4357.664751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沈阳庞大投资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2012-24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姚千街道旅游产业大道北 2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293 

竞得总价（万元） 3386.79369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沈阳同泰博海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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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SJT2012-28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丁香街西香杨路南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93 

竞得总价（万元） 5242.119855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沈阳浑南新城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大东 G-18 

地块名称 辉山大街东－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2 

竞得总价（万元） 2759.75366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沈阳捷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大东 G-19 

地块名称 辉山大街东－5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2 

竞得总价（万元） 2300.521894 

成交日期 2013-01-22 

竞得人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2-069 

地块名称 东望街东-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767 

竞得总价（万元） 21449.074956  

成交日期 2013-01-11 

竞得人 沈阳陶瓷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