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公告的符合水泥行业规范条件生产线名单（第九批）

序号 公司名称 生产线名称 建设地点
产能规模
（吨/日）

1 承德金隅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4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
区北马圈子镇御马街2号 4000 

2 承德喜上喜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中关
镇中关村 2500 

3 承德天宝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龙须
门镇骆驼厂村 4500 

4 承德冀东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4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甲山
镇富台子村 4000 

5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电石渣制
水泥生产线

河北省张家口市大仓盖镇
向家营村 2500 

6 山阴炫昂建材有限公司 2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北周
庄镇村 2500 

7 晋城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蟒河
镇风门村 2500 

8 巴彦淖尔中联水泥有限
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大佘太镇白彦花村 4500 

9 阿鲁科尔沁旗鑫天山水
泥集团有限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天山镇 2500 

10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 2000t/d水泥熟料新型干法
生产线（一号线）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梁垛
镇北首 2000 

11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 2000t/d水泥熟料新型干法
生产线（二号线）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梁垛
镇北首 2000 

12 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姿
镇西斛村 4500 

13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7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1#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7200 

14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2#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4500 

15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3#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4500 

16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4#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4500 

17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5#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4500 

18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6#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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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安徽池州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7#线）

安徽省池州市牛头山镇 4500 

20 滁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1#线）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腰铺
镇 2500 

21 滁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2#线）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腰铺
镇 2500 

22 凤阳中都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一线）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刘府
镇 4500 

23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
公司

40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产
线（1#）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古圣村 4000 

24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
公司

40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产
线（2#）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古圣村 4000 

25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
公司

100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
产线（3#）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黎明村 10000 

26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
公司

100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
产线（4#）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黎明村 10000 

27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
公司

120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
产线（5#）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黎明村 12000 

28 高安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40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1号）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八景
镇工业园 4000 

29 高安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40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2号）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八景
镇工业园 4000 

30 江西安福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42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工业
园区 4200 

31 江西兴国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红门
工业园 4500 

32 江西南城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48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江西省南城县上塘镇蒋源 4800 

33 江西丰城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40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江西省丰城市丰源工业区 4000 

34 平邑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平邑
镇红泉村 4500 

35 沂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牧
池乡东南官庄村 4500 

36 湖南安仁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平背
乡朴搪村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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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材湘潭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50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响塘
镇荷花村 5000 

38 湖南韶峰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5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湖南省湘乡市棋梓镇 5000 

39 湖南韶峰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湖南省湘乡市棋梓镇 2500 

40 湖南常德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板
滩镇荷花堰村 4500 

41 邵阳市云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雨溪
镇唐四村 4500 

42 乐昌市中建材水泥有限
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熟料水泥
生产线

广东省乐昌市长来镇 2500 

43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
限公司

5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龙华厂A线）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华
镇水口村 5000 

44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
限公司

50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龙华厂B线）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华
镇水口村 5000 

45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
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光华厂A线）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江
镇罗洞村 4500 

46 惠州市光大水泥企业有
限公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光华厂B线）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江
镇罗洞村 4500 

47 重庆拉法基瑞安参天水
泥有限公司

46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

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龙井
口村 4600 

48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
公司

48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3#）

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燕子
村 4800 

49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
公司

48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4#）

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燕子
村 4800 

50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
公司

48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5#）

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燕子
村 4800 

51 台泥（广安）水泥有限
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集建
村 4500 

52 都江堰拉法基水有限公
司

32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1号线）

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开发
区九鼎大道21号 3200 

53 都江堰拉法基水有限公
司

4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2号线）

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开发
区九鼎大道21号 4000 

54 都江堰拉法基水有限公
司

46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3号线）

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开发
区九鼎大道21号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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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四川兰丰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1号线）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桂花
镇庆桂路中段 4500 

56 四川兰丰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2号线）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桂花
镇庆桂路中段 4500 

57 四川峨眉山佛光水泥有
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四川省峨眉山市乐都镇顺
江村 4500 

58 长宁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硐底
镇治平村 4500 

59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丰水
泥有限公司

2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龙洞 2500 

60 罗平县玉马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板桥
镇张口洞 2000 

61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水泥厂

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茨院
乡 2000 

62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巧家
白鹤滩建材有限公司

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白鹤
滩镇旱谷村 2000 

63 玉溪市桥龙水泥有限公
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小石
桥乡响水村 2500 

64 华新水泥（迪庆）有限
公司

20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
格里拉县上江乡木高村 2000 

65 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1#）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关子
镇七十里铺 2500 

66 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2#）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关子
镇七十里铺 2500 

67 漳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
司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盐井 4500 

68 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
公司

1500t/d新型干法熟料生产
线（特种水泥）

宁夏中宁县宁新工业园 1500 

69 青海海西化工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德
令哈工业园区 2500 

70 和田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

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工业
园区 4500 

2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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