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砌块协会文件
中砌协秘字（2020）第 08 号

关于举办“中国建筑砌块协会 2020(上海)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0 上海 BAUMA 展将于 11 月 24 日~27 日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根据
惯例和部分会员企业的意愿,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秘书处定于 11 月 26 日在上海组织一场
以“未来市场研判和有序竞争”为主题的研讨活动。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研讨
活动的相关事项仍有一些在动态落实之中。现将已确认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形式和建议：
11 月 25 日：抵沪参会人员可考虑至上海浦江新国际展览中心观摩 BAUMA 展。重
点：E7 馆（国内设备企业）、N2 馆（海外设备企业）和室外 C03 展区（靠近 E2 馆，欧
码仕铺砖设备）。建议提前扫码登记注册，获取入场二维码（需带好身份证）。
11 月 26 日：上午交流发言；下午专题研讨（圆桌式）。
11 月 27 日：参会代表可以傍听（座位有限）本协会三项团体标准审查会。
（参见“中
砌协秘 2020 第 09 号”文件）
二．交流发言内容(已落实部分)：
1)未来我国“水生态治理”工程用生态护坡（挡墙）展望
水利系统相关规划设计院
2）大尺寸配筋护坡（挡墙）生态构块的工程实践
黑龙江中信路桥集团公司
3）混凝土砌块（砖）新块型开发中的强度检测问题
河南省建材质检中心 陈胜强
4）装配式路基块 CECS 设计施工规程和 T/CUA 产品标准内容简介
长春市政工程设计院
战宏宇
5）如何正确使用摩瑞斯特微量抗碱内掺外加剂
天津摩瑞斯特建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6) 从德国大学教课书《块材路面概述》吸取的主要“养份”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 杜建东
7）行业产品标准的概要和应注意事项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 杜建东
三．专题研讨的议题
1）协会颁布产品出厂指导价格信息的方法、内容（参见附件二）。
2）本行业产品销售的格式合同（协议）。
四．活动地点和活动时间：
1)上海江苏饭店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888 号。交通提示：地铁 11 号线枫桥
站 1 号出口向北步行 300 米；地铁 3/4 号线曹杨路站 6 号出口，步行约 1.2 公里。
2) 活动时间：2020 年 11 月 26 日 9:00~11:30//14:00~17:30。
协会秘书处将在 11 月 24 日 17:00 开始在江苏饭店接受参会人员报到。
五．会务费标准：本协会会员单位 6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1000 元/人。会务组将为

正式注册参会者提供以下服务：
1）提供 11 月 24 日晚餐~27 日午餐（部分为简餐标准）。
2）提供上海江苏饭店会议用房预订(费用自理)。360 元/间·天（标间或大床间，含
早；免费停车）。有需要的参会人员，尽早提供“回执”或提前预付相关费用。
六.其它事项提示与说明
1) 受新冠疫情防控影响，请拟参会人员在出发前，咨询当地防控部门对从上海返回
人员，有什么针对性的防控措施。目前上海市，除“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村”为中度风
险区外，其他均为低风险区。请参会代表做好个人防护，遵守防控要求。
2) 若必须从浦东机场进出上海，建议乘交通工具离开浦东机场时或抵达浦东机场前
半小时，关闭手机，避免手机出现不必要的“通信行程卡”变黄。
3）会增加相关交流发言内容。
七．本次会议由上海海砌建材有限公司协办。
请决定参会人员在 11 月 23 日前通过微信或电邮(cbba@chinacb.cn)提交“回执”(见
附件一）；若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提前支付“会务费”等，在注册报到时能获取发票。
收款单位：中国建筑砌块协会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账

联系电话：010- 53020160 或 53020161

号：0200001409014448874

附件一：会议回执
附件二：中国建筑砌块协会定期发布产品出厂指导价格的初步方案（讨论稿）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秘书处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
抄送：
上海江苏饭店，上海海砌建材有限公司

附件一：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 2020（上海）研讨会回执
单位

协会会员

地址
姓名

邮编：

电邮：

性

职务或

手

微

别

职称

机

信

是否预订上海江苏饭店？
办理入住酒店的时间 11 月

是[
]
否 [
]
日， 夜；预订间数： 大床间、

双床间。

是/否

附件二：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
关于定期发布产品出厂指导价格的公告（讨论稿）
为维护本行业公平竟争的市场环境，平衡好从产品生产到工程用户过程中各相关利
益方的权益；也为会员企业在各地制定《价格信息》过程有所参照和依据，能争取更好
的发言权。中国建筑砌块协会拟定期公布“全国非配筋预制混凝土产品”和“配筋构块
类产品”的出厂指导价格。有关原则、方法、内容等，秘书处提出供讨论用：
1）根据水泥、砂石料价格，以及生产季节、人员工资等因素，产品出厂指导价格
按大区域划分。拟划分为：京津地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新
青地区（新疆、青海）、陕甘宁、华北地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和皖北，长三角
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皖南）、中南地区（湖北、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海南，西
南地区（四川、广西、贵州和云南）。
2）产品按用途和块型计量习惯等，先分为：
“建筑墙用块材”、
“市政道路用块材”、
“水工（交通）等构筑物块材”和“配筋构块”四大类。再划分具体规格/尺寸。
3）每种“规格/尺寸”产品都给出主要性指标要求或执行标准，防止以次充好。
4）考虑到产品生产成本受水泥、砂石料、钢材等价格波动影响大，在每次公告出
厂指导价格时，都同时给出水泥、砂石、钢材的当时基准价格。并给出调整计算公式。
5）协会会员企业，可对本地区应列入的“规格/尺寸”、出厂指导价格，提出具体
意见。原则上秘书处尊重企业的意见。
6）公告中的产品“具体规格/尺寸”,除常用规格外,将主要包括协会会员的一些专
利性质的块型。
供讨论用的参考模板

京津地区
水泥基准价格 410 元/吨; 石子基准价格 120 元/吨;砂基准价格 150 元/吨。
使用设计时的公
称规格/尺寸

执行标准
或主要性能指标

建筑墙体用块材
混凝土承重空心砌块
混凝土轻质填充砌块

400×200×200mm
400×200×200mm

彩色劈裂空心砌块
混凝土实心砖
装饰混凝土砖

400×200×200mm
240×115×53mm
190×90×56mm

GB/T8239, MU10
GB/T15229,
800 级容重，MU5.0
JC/T61,MU15
GB/T21144,MU20
GB/T24493,MU25

产品名称

出厂
指导价

备注

4.3 元/块
3.5 元/块
6.0 元/块
0.55 元/块
0.80 元/块

彩色通体

市政道路用块材
普通混凝土路面砖
波浪联锁码头砖

198×98×60mm

普通混凝土路面板

225×112.5×100m
m
298×448×60mm

仿石型混凝土面板

300×600×50mm

仿石型混凝土面砖

仿石型混凝土路缘石

水利交通用块材
生态护坡砌块
干垒挡墙砌块

150×300×60mm

GB/T28635
抗压强度 Cc50
GB/T28635
抗压强度 Cc60
GB/T28635
抗折强度 Cf4.0
JC/T2604,抗折强
度 Cf6.0，吸水率小
于 5%。
JC/T2604,抗压强
度 Cc7.0，吸水率小
于 5%。
T/CUA 协会团
体标准，
JC/T2604,抗压
强度 Cc7.0，吸水
率小于 2%。

65 元/m2
80 元/m2

抗压强度为
整块砖压值
抗压强度为
整块砖压值

80 元/m2

120 元/m2

135/m2

/延米

干密度不小
2250kg/m
3
；抗冻符
合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