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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预拌混凝土（砂浆）搅拌站布点方案 

（2018—2020 年） 

 

  为加快我县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推广应用，禁止在全县建设工地现

场搅拌混凝土和使用袋装水泥，有效控制污染源，减少建筑噪音和粉尘污

染，改变市容市貌，建设绿色灌云、生态灌云，合理布局预拌混凝土（砂

浆）站点，提高生产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避免和减少资源浪费，保

障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城市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散装水泥条例》、《江苏省预拌混凝土绿

色生产管理规程》、《连云港市绿色混凝土砂浆搅拌站建设实施方案》的规

定以及灌云县预拌混凝土（砂浆）搅拌站点发展布局情况，制定本布点方

案。 

一、企业现状 

目前，我县实际投产有资质证书的混凝土搅拌站数量 9 个，现有预拌

混凝土搅拌站的空间分布总体不太平衡，其中县城区内（伊山镇：灌云县

诚建砼制品有限公司和连云港市沪连乐森预拌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侍庄

街道：连云港鼎立混凝土有限公司、连云港安托山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和

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灌云分公司；东王集镇：灌云县晨旭混凝土有

限公司）6 个、燕尾港镇（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和灌云鑫钰混凝土有

限公司）2 个、同兴镇（江苏宗堂实业有限公司）1 个。有 6 个搅拌站在县

城区内，其余 3 个搅拌站分布在 2 个乡镇。  

目前为止，我县没有一家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二、布点范围 

布点范围为《灌云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灌云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及各乡镇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范围。 

三、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8-2020 年。 

四、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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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重点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搅拌站布点。 

五、规划目标 

按照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数量预测，2020 年灌云县规划区内预拌混凝

土搅拌站控制在近期 24 座以内，预拌砂浆搅拌站控制在近期 5 座以内。鼓

励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同时建设预拌砂浆搅拌站，“两站合一”，原则不单独

设置。 

六、站点布局及选址原则 

（1）符合《灌云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和《灌云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及各乡镇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节约利

用土地。 

（2）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后方可建设。新

建预拌混凝土砂浆搅拌站生产厂区应避开环境敏感区，宜远离居民集中区

1km 以上，站址应选在郊区或工业园区内，且不影响城市的远景发展。 

（3）交通便利，靠近水运码头，靠近国、省道，具有方便快捷的对外

交通条件。利用河堤、占用水利工程用地建设的项目，需依法进行防洪影

响评价，编制相应的防洪评价报告，同时需依法进行水土保持评估，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 

（4）对于新建、扩建和迁建的混凝土砂浆搅拌站一律按照绿色混凝土

砂浆搅拌站的建站要求建设。现有混凝土搅拌站需逐步限期整改为绿色混

凝土搅拌站，对于整改不达标的混凝土搅拌站一律予以取缔。取缔后，可

按规划数进行增补。 

（5）应当有利于节能减排，按照“就近供应”的原则进行规划布局，

努力实现预拌混凝土行业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搅拌站服务

半径按 5—20 公里控制，分区设置，减少交通穿越。搅拌站的布点将以规

划区为重点，以城镇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为主，兼顾农房建设和其他工程。 

（6）尊重实际，对符合规划的点位尽量保留，对不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或对周边环境有较大影响或严重影响城市景观的点位应予以搬迁或取缔。 

七、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规划布局 

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在县城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布点规划、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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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9 座搅拌站的基础上，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满足站点布局选址

原则的基础上，可新增 8～15 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统一使用 120 型及

以上搅拌系统。今后，根据城市建设对预拌混凝土的需求量，再适当调整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数量和布点。 

根据对预拌混凝土常规运输情况分析：经济运输距离(5-20 公里)、预拌

商品混凝土搅拌站覆盖范围（一般道路：30-40 公里，高速公路：50 公里）

以及预拌混凝土汽车运输时间一般不超过 45 分钟。规划控制在 24 个以内。

规划按照水运优先、交通便利、符合用地布局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规

划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各乡镇分布如下（含现有的有资质的混凝土搅拌站）： 

伊山镇：2 个，包含现有：灌云县诚建砼制品有限公司（位置：县港务

处码头河北，杨陡路西侧）；连云港市沪连乐森预拌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位

置：伊山镇三里村）。 

侍庄街道：3 个，包含现有：连云港鼎立混凝土有限公司（位置：324

省道北侧原朱胥小学院内）；连云港安托山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位置：324

省道北侧）；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灌云分公司（位置：宁连路西侧 500

米）。 

东王集镇：1 个，包含现有：灌云县晨旭混凝土有限公司（位置：东王

集镇六里村三组）。 

燕尾港镇：3 个，包含现有：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位置：临港

产业区 324 省道北侧临港自来水厂西侧）；灌云鑫钰混凝土有限公司（位置：

临港产业区燕尾港三百弓村）；另增设 1 个。 

同兴镇：2 个，包含现有：江苏宗堂实业有限公司（位置：同兴镇三川

村川济路善南东 1 号）；另增设 1 个。 

四队镇：1 个。下车镇：1 个。杨集镇：1 个。小伊乡：1 个。龙苴镇：

1 个。南岗乡：1 个。 

为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给

市场调节留有空间，同时为了避免产能过剩，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再适当

增加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布点数，所增布点数原则上不超过 7 个，优先考

虑混凝土使用量相对较大的县城及周边乡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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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灌云县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点规划引导一览表 

序号 乡镇 站点编号 位置 备注 

1 预拌砼站 1 
县港务处码头河北，杨陡路西侧 

（灌云县诚建砼制品有限公司） 
拟迁建

预拌砼站 2 
伊山镇三里村 

（连云港沪连乐森混凝土有限公司） 
已拆 

2 

伊山镇 

取缔后增补或迁建位置：G204 国道、G233 国道或 S236 省道方向附近

3 预拌砼站 3 
324 省道北侧原朱胥小学院内 

（连云港鼎立混凝土有限公司） 
已建 

4 预拌砼站 4 
324 省道北侧 

（连云港安托山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已建 

预拌砼站 5 
宁连路西侧 500 米 

（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灌云分公司） 
拟迁建

5 

侍庄街道 

取缔后增补或迁建位置： S236 省道方向附近 

6 东王集镇 预拌砼站 6 
东王集镇六里村三组 

（灌云县晨旭混凝土有限公司） 
已建 

7 预拌砼站 7 
临港产业区 324 省道北侧临港自来水厂西侧 

（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 
已建 

8 预拌砼站 8 
临港产业区燕尾港三百弓村 

（灌云鑫钰混凝土有限公司） 
已建 

9 

燕尾港镇 

预拌砼站 9 园区内主道路边 拟建 

10 四队镇 预拌砼站 10 工业园区或 S242 省道方向附近 拟建 

11 预拌砼站 11 
同兴镇三川村川济路善南东 1 号 

（江苏宗堂实业有限公司） 
已建 

12 

同兴镇 

预拌砼站 12 孟陬线或 G204 国道方向附近 拟建 

13 下车镇 预拌砼站 13 
杨陡路南侧、G204 国道方向附近、仲下路南侧

（敬老院门口）或白下路茆庄村东侧 拟建 

14 杨集镇 预拌砼站 14 城东一组或 G204 国道方向附近 拟建 

15 小伊乡 预拌砼站 15 伊小线祝庄段工业园区或孙祝路小丁庄段 拟建 

16 龙苴镇 预拌砼站 16 陡龙路方向附近 拟建 

17 南岗乡 预拌砼站 17 S324 省道、南陡路、伊陡路或陡龙路方向附近 拟建 

18-24 机动 
预拌砼站 

18-24 
原则上不超过 7 个，优先考虑混凝土使用量相

对较大的县城及周边乡镇区域。 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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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新建或迁建的预拌混凝土企业用地规模一般为 20—40 亩，如预拌

砂浆站合建的，可适当增加用地规模。 

同时，为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节约资源，减少施工污染，提

高劳动生产效率，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新建的装配式建筑企业内的混凝

土搅拌设备属厂区内的配套设施，不在此规划布点范围内，应另行处理。

在装配式建筑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对外销售。 

八、预拌砂浆搅拌站的规划布局 

根据科学布局、鼓励扶持、控制总量、适度竞争的原则，结合灌云县

城市总体规划及需求量预测结论，合理确定预拌砂浆搅拌站规划数量与分

布、设计产能。 

规划总量控制不超过 5 座，均为新建站。原则不单独建设，鼓励与预

拌混凝土搅拌站合建。规划按照灌云县的发展要求，规划预拌砂浆搅拌站

各乡镇分布如下： 

伊山镇、侍庄街道、东王集镇、龙苴镇、南岗乡和小伊乡：共 2 个，

G204 国道方向 1 个，S324 省道南岗乡方向 1 个。 

下车镇、图河镇、杨集镇、圩丰镇、四队镇和同兴镇：2 个，S324 省

道方向或 S242 省道方向。 

燕尾港镇：1 个，燕尾港 S324 省道方向。 

九、申办预拌混凝土（砂浆）搅拌站的资质流程 

1、发改委办理立项手续 

首先该项目在符合规划布点和国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的前提下进

行选址，并对该项目选址地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环境评估报告书，得到环保

局批复合格后，由发改委核发项目立项批文。如利用河堤、占用水利工程

用地建设的项目，需取得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行政许可，方可由发改

委核发立项批文。 

2、市场监督局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 

取得发改委核发的项目立项批文后，到市场监督局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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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 

3、住建局申办企业资质 

（1）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中混凝土搅拌站的资质标准进行建设。 

（2）县住建局负责受理，报市城乡建设局审批发证。 

4、环保局办理“三同时”验收手续 

搅拌站建设完成后 1 年内，到环保局办理“三同时”验收手续。 

十、说明 

1、本布点方案是根据近几年的混凝土需求量统计数据及对预拌混凝土常规

运输情况分析做出的灌云县2018—2020年预拌商品混凝土需求量预测的综

合考量而形成的。 

2、本布点规划广泛的征求了各部门和社会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组织召开了国土局、市场监督局、规划局、环保局、水利局、全县

13 个乡镇的分管领导以及部分设计院代表的研讨会， 7 月 6 日和 10 日邀

请了相关专家分别对布点方案的初稿进行了评审和复审，7 月中旬分别向县

法制办、国土局、市场监督局、规划局、环保局、水利局和交通局等部门

对布点方案的评审稿征询了意见。于 7 月 23 日由县住建局邀请了相关部门

及建筑行业代表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一致认为该规划布点符合灌云县实际，

应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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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灌云县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布点测算依据 

 

一、混凝土需求量和搅拌站布局情况的调查 

 1、对全县范围内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布局现状进行调查。摸清现有搅拌站名称、当

年实际产量、布点区域等情况。 

2、根据县住建局建管科、村镇科和总工办提供的数据表明，未来三年全县范围内

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200 万平方米／年，年工程竣工面积可按最大值 200 万平方米估算。 

3、需要搅拌站数量是以双机 120 型站配置测算数量，另外结合运输距离和服务半

径综合考虑。 

 

 二、混凝土需求量的计算 

�� � � � 一般来说，某一地区预拌混凝土年需求量(使用量)由工业与民用建筑年使用量和其

它使用量组成。其它使用量是考虑到农村自建房、部分道路、水利等其它工程以及对灌

云县周边县区邻近地区的需求，在计算上可近似地将工业与民用建筑年使用量乘以 2 的

放大系数来推算预拌混凝土年需求量(使用量)。而工业与民用建筑预拌混凝土需求量(使

用量)计算方法是将竣工面积乘以经验系数 0.33-0.35 即为预拌混凝土需求量(或者使用

量)。预估全县范围年工程竣工面积为 200 万平方米，取上限经验系数 0.35，那么预拌

混凝土年预测需求量(使用量)=2,000,000×0.35×2=1400,000 立方米=140 万立方米。 

 

三、混凝土“设计产能”的计算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实际产量一般为设计产能的 40-60%，取中间值为 50%，那么，

混凝土设计产能=预拌混凝土预测需求量×2。已知灌云县年混凝土预测需求量为 140 万

立方米，那么，灌云县混凝土设计产能=140 万立方米/年×2=280 万立方米/年。 

 

 四、按 “设计产能”对拟建搅拌站的数量模糊预测�

���� � � 目前我国使用的预拌系统按照设计产量分类，主要有 60 型(站)1 方机、120 型(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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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机、180 型(站)3 方机和 240 型(站)4 方机、60 型(站)—装机容量 1 立方米，生产率为

60 立方米/小时，设计产能大约 15 万立方米/年；120 型(站)——装机容量 2 立方米，生

产率为 120 立方米/小时，设计产能大约 30 万立方米/年；180 型(站)---装机容量 3 立方

米，生产率为 180 立方米/小时，设计产能大约 45 万立方米/年；240 型(站)——装机容

量 4 立方米，生产率为 240 立方米/小时，设计产能大约 60 万立方米/年。其中 60 型(站)

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中趋于淘汰，240 型(站)因为价格昂贵，采用的较少。 

根据我国城市分布情况看，建设搅拌站时，建议使用 120 型搅拌系统，双机配置

(1 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同时建 2 套 120 型(站)比较合理)，因为 120 型搅拌系统技术

成熟，性价比高，与装载量 8 立方米的混凝土罐车匹配，能够最大限度提高使用效率。 如

一家搅拌站按建 2 套 120 型站，其理论年产量可以达到 60 万立方米，而灌云县年混凝

土设计产能为 280万立方米，那么，搅拌站数量应为：280万立方米÷60万立方米=4.67(个)

≌5 个；如一家搅拌站按建 1 套 120 型站，其理论年产量可以达到 60 万立方米，那么，

搅拌站数量应为：280 万立方米÷30 万立方米=9.3(个)≌10 个。通过“设计产能”对拟

建搅拌站的数量模糊预测，建议数量 5~10 个，最多 10 个。 

 

五、按混凝土服务半径对拟建搅拌站的数量测算 

���� � �通常，混凝土经济运输距离： 5-20 公里，预拌混凝土搅拌站覆盖范围：一般道路：

30-40 公里，高速公路：50 公里，预拌混凝土汽车运输时间一般不超过 45 分钟。同时

考虑到县内乡村道路的交通状况，计算时服务半径按 10 公里取值。图 1 为现有 9 个预

拌混凝土搅拌站点的服务范围，覆盖了全县一半的面积。经过服务半径的全覆盖排布及

各乡镇的具体情况，考虑到花果山机场即将建设特在同兴镇和小伊乡各增设一个搅拌站

点，确定了图 2—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新增布点的服务区域。测算得到，可在原基础上再

增设 8 个新的搅拌站点。新增设的搅拌站点分布在燕尾港镇、四队镇、杨集镇、下车镇、

龙苴镇、同兴镇、南岗乡和小伊乡。 

六、发挥市场调节、行业发展和政府引导相结合 

1、为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给市场调节

留有空间，同时避免产能过剩，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再适当增加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布

点数，全县 13 个乡镇，每个乡镇考虑 0.5 个机动数，所增布点数原则上不超过 7 个，优

先考虑混凝土使用量相对较大的县城及周边乡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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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节约资源，减少施工污染，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新建的装配式建筑企业内的混凝土搅拌设备属厂区内的配套设

施，不在此规划布点范围内，应另行处理。在装配式建筑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后，经有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对外销售。 

七、结论 

根据以上预拌混凝土搅拌站设计产能和服务半径的分析，结合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

的原则，在全县已建成 9 座搅拌站的基础上，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新增 8～15 家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今后，根据城市建设对预拌混凝土的需求量，再适当调整预拌混

凝土搅拌站的数量和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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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灌云县现有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点的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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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灌云县新增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布点后的服务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