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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专题

ＬＩＳ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国检集团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１１月９日，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检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
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乔龙德，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建材
总院院长、国检集团董事长姚燕，上海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张冬科，安信证券副总裁秦冲，中国建材集
团外部董事赵吉斌、沙鸣、张燕玲，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马林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总工
程师、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刘卓慧，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渝英等出席挂牌仪式。期间宋
志平、姚燕、秦冲等分别致辞，姚燕与张冬科分别代表国检集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上市协定书》
并互赠上市纪念品。国检集团在Ａ股市场正式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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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平在致辞中表示，今天国检集团成功登

上市仪 式 开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党委 书

陆资本市场，是公司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

记、理事长吴清会见了中国建材集团和国检集团

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更加规范、更加市场化的运

主要领导和来宾。吴清对中国建材集团所属国检

作平台。希望国检集团以上市为契机，进一步提高

集团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表示感谢，希望继续

公司规范治理的水平，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为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上市公司做好相关工作。宋

设，提高技术水平，拓宽业务领域，增强企业核心

志平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建材集

竞争力，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成为一家优秀的上市

团所属上市公司一贯的支持表达谢意，他表示集

公司。作为国检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

团将积极支持和推动相关企业取得良好业绩回馈

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检集团快速发展。

投资者。
国检集团股票代码603060，开盘价12.05元，

姚燕表示，在进入资本市场后，公司将积极有

最高价14.46元，收盘价14.46元，涨幅44.02%，牢牢

效地利用社会资本，继续以科技成果为核心动力，

封在涨停板。从数据来看，国检集团近几年在盈利

善用社会资源，进一步扩大和提高公司业务规模

水平及总资产规模方面均具有较好的增长表现。

及市场竞争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享有广

2013年、2014年、2015年，国检集团营收水平增幅分

泛知名度与美誉度的第三方、复合型检验认证机

别为22.58%、9.05%、12.90%；总资产分别较上期增

构；用实际行动不断创造价值，实现业务收入和盈

长14,905.42万元、1,354.08万元、12,343.72万元。根

利能力的持续增长，用良好的投资利润回报广大

据招股书信息显示，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

投资者的支持和信任。

应用于国检集团华北（北京）、华东（上海）、华南
（广州）、西北（西安）四个基地以及整个集团公司

秦冲对国检集团成功挂牌上市表示热烈祝

信息化管理系统和研发中心。四大基地的建设将有

贺，国检集团的成功上市是检验检测机构市场化改

利于国检集团构建全国范围的兼具业务广度及专

革的重要成果，具有标杆意义。作为国检集团的合

业深度的检验认证服务网络，扩大市场份额，提高

作伙伴、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安

市场占有率。

信证券相信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国检集团将进一

来自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合格

步巩固和发展行业领先的优势地位，为广大投资

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同行机构、

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客户、中介机构的多位代表也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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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场嘉宾举杯同庆
２． 上海证券交易所五层仪式大厅嘉宾领导合影留念
３． 国检集团（６０３０６０）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图片
说明

４． 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层大厅嘉宾领导合影留念
５．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先生（中）、国检集团董事长姚燕女士（左）、
国检集团总经理马振珠先生（右）合影留念
６． 国检集团高管
７． 与会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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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中国——中亚国家建材技术研讨会
在阿拉木图召开
米桂雄先生，和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亚洲水泥与
混凝土研究院院长、中国建材总院院长姚燕等。来自
中亚的嘉宾有阿拉木图市政府建筑局副局长阿斯卡
尔先生，哈萨克东干协会主席安胡赛先生，乌兹别克
水泥集团副总经理凯萨尔先生，塔吉克osmonbus建
筑公司副总经理瓦利德仲先生，江布尔水泥公司总
经理卡拉先生，海德堡哈萨克分公司经理Milesi先生
等。会议由中国建材总院副院长、(国家)建材行业生
产力促进中心主任马明亮和哈萨克斯坦SM Business
公司总经理Aivar Sargaskayev先生共同主持。中方嘉
宾徐德龙院士、米桂雄领事以及哈方代表安胡塞主
席、Aivar先生分别致辞。
10月25日，来自中亚五国和中国的一百余名代表欢聚

在技术研讨阶段，七名中方专家就水泥、玻璃、

一堂，参加由亚洲水泥与混凝土研究院和中国建材总院主

新型建材和新型房屋等不同方面作了精彩的报告。报

办、SM Business公司和(国家)建材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承

告结束后，专家与参会代表展开热烈的讨论。

办的“2016中国-中亚国家建材技术研讨会”。
“亚洲水泥

会议期间，兼任陕西省侨联主席的徐德龙院士

与混凝土研究院-中亚分院”借此契机正式揭牌成立。中亚

和姚燕、肖慧还亲切会见了哈萨克东干协会主席安胡

分院为中国和中亚各国建材界同仁创新思想碰撞升华的

塞先生，安胡塞先生介绍了哈萨克及整个中亚地区的

平台、创新成果交流展示的平台、创新技术得以扩散的平

整体政治经济形势、工业概况、国家战略和建设规划

台。

以及近年与中国的合作进展。双方均表示愿意共筑合
来自中方的嘉宾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亚洲水泥与混

凝土研究院名誉院长徐德龙院士，中国驻阿使馆科技领事

作桥梁，加深友谊，加强建材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并
就近期合作初步进行了商讨。

总院参加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术会议
11月2日，中国工程院

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第

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作

十一届学术会议在浙江省

了题为“前沿发展中的颠

宁波市隆重召开。中国工

覆性技术创新”的主旨报

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

告。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

士，国内化工、冶金、材料

长、中国建 材总院院长姚

领 域 专家、学 者、科 研人

燕应邀在材料科学与工程

员、企业代表等500余人参

分会场做了题为“荷载作

加了会议。大会安排主会场

用下混凝土的氯离子传输

报告6个，其中第十届全国

机理与寿命预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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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燕参加
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
11月1日，由中国工程院和上海市政府

玻璃新材料、应用于新型房屋的各种绿

姚燕在主题演讲报

倡议并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

色建材产品以及新型保温材料和耐火材

告上，向与会的院士和专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中国科学

料的产业研究和应用现状、需求分析及发

家们介绍了中国建材总

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国工

展趋势，报告概括提出了我国建材新材料

院高性能混凝土研究成

业发展组织等共同主办“创新与新兴产业

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报告结束后与现

果在水电、煤炭、核电等

发展国际会议”。作为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

场观众进行了互动和交流。

重点工程中的应用情况，

博览会重要活动在上海举行。中国建材集

本次大会聚集了世界著名企业家和

以及在混凝土性能评价

团副董事长、中国建材总院院长姚燕作为

专家，就具有颠覆性的新兴产业发展方

与寿命预测方面的最新

中国工程院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

向和政策等方面进行开放式交流，引导

主题演讲报告。

姚 燕 在“高 端 装 备与 新材 料 技 术

和促进全球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

本次会议共接收论

与产业”分会上作为第一发言人作了题为

展，并设置五个分会场围绕新兴产业的

文152篇，其中院士论文

《我国建材新材料的应用及发展》的主

关键领域展开主题讨论，包括新一代信

10篇。此外，会议设置4个

题报告，介绍了建材新材料的概念和内

息技术与产业、生物与生命科学技术与

分会场，开展 主 题演讲

涵，针对建材新材料产业中量大面广，对下

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技术与产业、

报告132个，张贴报告23

游应用起到关键作用的新材料进行了重

绿色低碳技术与产业、数字创意技术与

篇。此次会议是中国工程

点分析，主要包括特种水泥基材料、特种

产业。

研究进展。

院的重要系列学术活动
之一，每两年召开一次，
宗旨是推进化工、冶金、
材料领域的学术交流与
合 作，提高 创新能力，
推动相关产业 发展。本

德国水泥协会主席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ｉｒｔｈ先生
一行访问总院

届会议主题为“‘化工、

10月17日，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

排放、二氧化碳捕捉、产能过剩等问题。

冶 金、材 料’前 沿与 创

中国建材总院院长姚燕会见了前来北京

双方就碳减排、脱销、特种水泥等方面进

新”。

访问的德国水泥协会（Verein Deutscher

行了技术交流。

会议针对国家经济

Z e m e n t w e r k e e. V.，简称 V D Z）主席

随后，Gerhard Hirth先生一行于10月

转型发展的重大需求，

G e r h a rd H i r t h先生、执行总裁M a r t i n

20日访问合肥院，院长周云峰、常务副院

结合国内外化工、冶金、

Schneider先生。

长朱兵、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包玮与德国客

材料科学技术的最新发

姚燕向客人介绍了集团公司和总院

人就共同关心的水泥工业发展中能源利

展动态，交流学术思想、

的基本情况、行业地位、科技优势及海外

用和环境治理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

展示 最 新成 果、研讨相

业务拓展情况。她回顾了CBMA与VDZ近

流，同时就如何加强合作也进行了深入的

关领域和行业科技协同

年来卓有成效的合作，希望今后能有更

探讨。包玮向客人介绍了合肥水泥研究设

创新思路和策略，为推动

多的合作。Gerhard Hirth表示，水泥是全

计院近年来的科技成果及工程应用情况。

相关产业的科学和可持

球性的产业，应该有更多的国际合作和研

访问期间马丁博士应邀作了题为“水泥工

续发展、构建 资源节约

究，通过共同努力引起全球对水泥生产中

业——当今和未来的挑战”的学术报告，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出

环保问题的关注，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如汞

200余名科技骨干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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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院助力“神十一”发射及返航圆满成功

玻纤院保障“长
征 五号”瞄准镜
精确校准
11月3日20时43分，我国目前运
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首飞取得圆
满成功。来自中国建材总院所属玻
纤院的光纤移像镜产品为保障“长
征 五号”首飞 成功发挥了重要 作
用。
玻纤院是我国光纤传像元件
的开拓单位，经过多年持续攻关，
在光纤移像镜长距离、高分辨力、

10月17日7时49分，执行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

“零”缺陷成像方面已达到国内领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2名航天员送上太空。总院

先、国际先进水平。该产品由数千万

哈玻院的推进舱承力截锥壳和推进舱气瓶安装支架再次担当重任。

根微米级光纤规则排列而成，可实

在神舟系列飞船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主承力构件研制任务中，哈玻院主要承担

现图像的零厚度、倒转180°传输的双

推进舱承力截锥壳、推进舱气瓶安装支架两个部件。推进舱承力截锥与气瓶安装

重功能，配套用于导航系统瞄准镜

支架是推进舱的关键部件，用于安装变轨发动机、氧化剂贮箱、燃料贮箱及各种

测试校准仪，解决了传统光学透镜

管路、阀门等。产品结构重量轻、强度高、精度高，有效地保证了变轨发动机将飞

系统无法克服的成像质量与小型化

船安全送入预定轨道。轨道舱安装支板用于轨道舱内燃料贮箱、气瓶及电器线路

之间的矛盾，显著提升了图像的耦

结构支撑件的安装固定，尺寸精度高、质量轻，强度、刚度高，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合效率、检测分析精度和目视观察

大型复合材料航天结构件。

效果，满足了测试校准仪的高精度、

碳纤维复合材料承力截锥壳、气瓶安装支架均为神舟飞船的轻质高性能主承力
结构件，其中承力截锥壳是当时我国在航天器上使用的尺寸最大的主承力结构件。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从无人到载人，从单独升空到与天宫一号对接，
飞
船推进分系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主承力构件均由哈玻院制造，为祖国载人航天事
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样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总院钟表所研制的362C时
间控制器是神舟系列飞船回收着落分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配套产品。
11月18日，历经33天太空之旅，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顺利返航。当返回舱进入
大气层后，由程序控制器和时间控制器按预定设置发出11组信号指令，控制完成一
系列返回舱着陆动作。钟表所研制的时间控制器2013年分别获中国建材集团科技
进步一等奖，陕西省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已成功应用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飞船
任务，今后还将继续用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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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测试要求，实现了对“长征五
号”导航系统瞄准镜的精确校准，确
保了导航精度的稳定、可靠，保障了
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CTC主编《建筑幕
墙用铝塑复合板》
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0月13日，国家标准委在国家质检总
局新闻发布厅召开了2016年世界标准日重
要标准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包括CTC主编
的《建筑幕墙用铝塑复合板》GB/T177482016等28项国家重点新标准。
1999年,CTC主编了国家标准《铝塑
复合板》GB/T 17748-1999，该标准是世界
上唯一公开的铝塑板产品标准。自正式

科技资讯

《玻璃窑用耐火材料使用规程》
行业标准通过审查
10月30日，由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和瑞泰科技负责组织制定的
《玻璃窑用耐火材料使用规程》（项目号：2014-0157T-JC）行业标准，通过了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标准质量部的行业标准审查。审查组一致认为，该标准工作
组提供的审核材料齐全，符合送审要求，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认定该标准通
过审查。
瑞泰科技董事长曾大凡作为该项目负责人进行了答辩。这项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将规范玻璃窑用耐火材料应用的设计、生产、选材、施工、使用和维护，延
长窑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综合造价，节能减排，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推动玻璃窑用耐火材料及玻璃行业的技术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颁布实施以来，在规范我国铝塑板的产
品质量，促进其技术进步和应用推广，推
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在此期间，中国铝塑板行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保障铝塑复合板
行业的健康发展，2008年，CTC将原标准
修订为GB/T17748-2008《建筑幕墙用铝塑
复合板》和GB/T22412-2008《普通装饰用
铝塑复合板》。2016年，再一次启动了修
订工作。与2008版标准相比较，2016版标
准提高了产品燃烧性能的技术要求，增
加了PVDF树脂含量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玻纤院2016年度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正式启动

粘结膜厚度和粘接料含量的要求，同时

10月9日，玻纤院举行2016年度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合同签字仪式。玻纤院院

保持了铝塑产品原有的优异的耐久性、

长李国恩与各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研制任务合同书，标志着玻纤院科技创新基

美观性、经济性、节材性、全生命周期可

金项目正式启动。首批确立的资助项目共17项，资助总经费260余万元。

循环再利用等多重优点，符合国家产业

玻纤院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前沿探索、基础理论、新品开发、技术进步

政策及绿色建筑选材的要求，是铝塑板

四个类别的研究项目，由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自选课题、自由申报，在过程管

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

理中引入了容错机制、退出机制、滚动管理、经费自主、绩效激励等措施，在青

前景。

年员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国标委同期还发布了315项国家标

在中国建材总院领导班子的指导和支持下，玻纤院科技委、科技管理办公室从

准，其中CTC主编的GB/T 22412-2016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到项目建议书撰写培训、立项评审答辩等，历时两个多

也在其中，这两项标准已经被列入国标

月，首批确立的17个研究项目贴合玻纤院科研生产实际，兼顾近期、长期发展，研究

委2015年外文翻译计划。

意义重大，必将对玻纤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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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第三届国内外水泥行业安全生产技术交流会”在南京顺利召开
１０月２０￣２１日，
“深化改革创新、加
强合作交流、全面推进水泥企业安全发
展”，在中国建材集团、中联水泥集团以
及各大水泥集团的鼎力支持下，由中国
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ＣＴＣ）、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首
都科技条件平台中国建材总院研发试验
服务基地主办的“第三届国内外水泥行业
安全生产技术交流会”在南京顺利召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四司副
司长卓卫娜和处长侯茜，中国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建国，ＣＴＣ副总经
理陈璐，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袁亮国出席开幕式并先后为大会
发表致辞。来自中国建材集团、华润集
团、海螺集团等多家水泥企业的高层领
导及安全管理人员等代表，共计２２０余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内容覆盖国家政策动态、安全
生产心理学、安全领导力、人与组织安
全绩效管理、企业安全文化、国际对标、
水泥安标示范企业创建经验交流等十余

个精彩议题，现场参会代表反响热烈。
会议筛选并收录论文３６篇。会议期间，
对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并
组织参会代表参观了南京中联水泥有
限公司。南京中联被推荐为安全生产标
准化示范创建企业，承担了安监总局与
中国建材集团签订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合作项目。通过交流会，水泥
行业各大集团发挥优势聚合力量，扩大
影响力，为本质安全做出努力，对安全
生产的发展与影响有深远意义。

2016年度水泥科技“粉磨系统提质降本增效技术升级研讨会”
专题培训班成功举办
１０月２５日￣２７日，由中国建材集团
主办、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承办、中建
材（合肥）粉 体 科技 装备有限 公司协
办的２ ０１６年度水泥科技“粉磨系统提
质降本 增效技术升级研 讨会”在合肥
水泥 研究设计院成功举办。本次培训
受到中国建材集团各所属水泥企业、
合作伙伴的高度重视，来自中联水泥、
南方水泥和北方水泥的主管生产副总
经理、总工或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
门负责人、设备采购管理负责人等１８ ０
多人参加。
合肥院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水泥科技
培训中心所在地，已经先后成功举办过
七期培训班，本次是第八期培训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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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二次粉磨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班重
点围绕“粉磨系统提质、降本、增效和技
术升级”主题展开。合肥院副院长、总工
程师包玮在开班仪式上致辞并以“从行
业节能减排趋势看水泥粉磨技术”为主

旨报告。
来自合肥院、中联水泥和红狮集团
的１５名粉磨技术专家应邀作专题讲座，
并就有关专题与学员们进行了深入的互
动交流和讨论。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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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C总部主持的《检验检
测电子商务管理指南》项
目组获背对背考评第一名

合 肥 院 成 功 签 约巴 基 斯 坦
ROHRI水泥公司5000TPD水泥
生产线电气自动化成套项目

１０月１４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与标准
管理部主任金立萍等一行莅临ＣＴＣ，检查ＣＴＣ主持的认
证认可行业标准计划项目《检验检测电子商务管理指南》
执行情况，最终宣布该项目在国家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
理部标准计划项目背对背考评中，获得了第一名（９７分）的
好成绩，并提出将ＣＴＣ作为标杆单位，在行业标准制定
工作中予以推广。
座谈中， ＣＴＣ党总支书记石新勇汇报了关于检验认
证行业平台建设的思路与建议，就检验认证行业互联网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模式及平台建设工作进行
了交流。ＣＴＣ副总经理陈璐介绍了ＣＴＣ转型发展、科技
创新以及“十三五”科技标准项目最新进展情况。项目组
孙宏娟博士汇报了标准编制工作技术进展情况。

２ ０ １ ６ 年 ９ ～１ ０月，巴
基斯坦Ｒ Ｏ Ｈ Ｒ Ｉ水泥公
司董事局主 席＆ 执 行总裁
Ｍｒ．ＳＩＫＡＮＤＡＲ ＡＬＩ ＪＡＴＯＩ
先生和技术总监Ｍ ｒ．Ｅ ｎ ｇ ｒ．
Ｂ．Ｖ．Ｓｅｅｔｌａｎｉ先生两次莅临合
肥院固泰自动化公司考察。
合肥院副院长、固泰自动化
公司董事长张永龙和公司总经理王建民与客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巴
方客人对电气设计、自动化装备、电气成套工程等方面进行细致考
察、沟通交流，Ｍｒ．ＳＩＫＡＮＤＡＲ ＡＬＩ ＪＡＴＯＩ先生对固泰自动化公司
系统性优势高度赞扬。双方于１０月２１日，举行了巴基斯坦ＲＯＨＲＩ水
泥公司日产５０００吨水泥生产线电气自动化成套项目签约仪式。

总院召开2016年职能部门管理提升研讨会
１０月２８日，总院召开２０１６年职能部
门管理提升研讨会，中国建材集团副董
事长、总院院长姚燕出席会议并做重要
讲话，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益民、
总会计师朱全英、副院长颜碧兰出席会
议并对职能管理工作提出要求，总院总
法律顾问、总院办公室主任张继军主持
会议。
自２０１６年总院做实以来，年初与集
团公司召开职能管理对接会议，总院对
职能部门的机构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各项管理工作进入全新的状态，经
过近一年的探索和适应，各项管理工作
逐渐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为全面做实
总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进一步总结
各项管理工作，更好的服务总院经济发
展、指导各单位业务管理，围绕“创新
管理、总结经验、提升改进”的主题，总
院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结合各自的部门职
责、管理需求、经验不足展开充分的研
讨和交流。
姚燕对总院职能部门全年的各项
工作表示充分的肯定，结合总院经营发
展，提出以下四项要求，一是高度重视

职能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各部门应结合
部门职责，真正做到管理业务全覆盖，
管理沟通全级次，管理落实全责任。二
是全面提升综合管理能力和专业业务水
平。管理人员应主动、及时学习国家、行
业、集团公司和总院相关政策精神，充
分了解院属各单位的发展情况，真正将
“管理、服务、引领”的管理职责落到实
处。三是充分发挥以部门负责人为核心
的责任担当精神。以高度的主动性思考
总院做实对职能部门管理工作的需求，
以深度的热情开展各项管理工作。四是
切实提高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能力。创
新工作方式、善用沟通技巧，充分发挥
职能管理部门在推动总院各项业务发展
过程中的枢纽作用。最后，强调各部门
要进一步全面深入总结各项管理工作，
着力培养一批有综合管理能力的青年后
备队伍，将总院职能管理工作提升到新
的台阶。
王益民对各部门总结的经验和问
题表示认同，强调随着总院做实各项工
作的开展，由于业务量激增、相关经验
缺乏、人员配备缺乏等原因，职能管理

工作难免出现“疲于应付、流于形式、
困于条块”的现象，总院职能管理应围
绕总院中心发展和战略需求，加强顶层
设计，并提出四项要求，一是坚持目标
导向。各项管理工作应准确把脉管理需
求，切实提高管理效率，形成高效、良
性的管理循环。二是积极掌握第一手情
况。通过多种形式积极主动深 入基层
单位，充分了解基层单位的工作状况和
真实需求，为提升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
信息基础。三是部门负责人应善于分解
管理任务。应充分调动部门全体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有效发挥部门全体人员的
力量，创建高效、热情的工作氛围。四是
切实提高管理素质。各部门应建立学习
机制，把握国家发展形势，提升思想水
平、政治素养和业务素质。朱全英和颜
碧兰分别就财务管理、科技管理对管理
部门提出相应的要求和建议。
会议要求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姚
燕和王益民的讲话精神，及时召开部门
例会，全面传达会议精神，并提前安排
好年底各项重要工作，争取明年各项工
作展现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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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总院临时党委传达学习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10月17日，总院临时党委召开党委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资委会议精神。集团
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姚燕出席了会议，总院临时党委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总院临时党委书记王益民主持。
王益民在传达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总院广大党员，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反复深入、全面系统、结合实际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国企改革正确方向。
“中国特
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
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
定地位。全面从严治党在国企落地“四个要”，要同步建立党的组织、动态
调整组织设置；要把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要让支部
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要把思想政治
工作作为企业党组织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姚燕对近期总院临时党委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她强调了三点，一是各
级党委要贯彻落实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和国资委会议精神，不断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
是要扎实开好民主生活会，要坚持问题导向，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严起来、实起来。三是目前发展形势严
峻，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凝心聚力，用企业改革发展成
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
会议布置了民主生活会相关事项，下发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
总院关于召开“两学一做”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材研党发〔2016〕36
号）。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第四次代
表大会和新一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次全会选举结果的批复》，审
议通过了相关干部任免议题，并就加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管
理进行了着重说明。

11月3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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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文化

10月21日合肥院党委组织各党支部赴定点帮扶贫困村走访慰问

10月20日合肥院党委、纪委举办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纪检委员培训班

10月8日钟表所部分外地居住退休职工回所看访

9月19日水泥标准化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瑞泰科技党总支组织参观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

10月15日钟表所时控党支部组织党员赴宁夏参观学习

10月28日瑞泰科技第三党支部召开“两学一做”专题研讨会

10月12日中岩科技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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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ＵＣＬ）出访记
—— 总院青年科学家参加“中英低碳水泥与混凝土技术创新国际研讨会”有感
近日，由中国建材总院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共同建立

中英先进建筑材料联合实验室是２０１５年总院院长姚

的中英先进建筑材料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伦敦大学学

燕带团访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联合

院举行。揭牌仪式后，召开了中英低碳水泥与混凝土技术

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加强中英双方在先进建筑材料领

创新研讨会，作为会议共同主席单位，中国建材总院委派

域的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中英联合实验室的成功建立，

６位低碳水泥与混凝土青年科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标志着中国建材总院国际化战略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伦敦大学学院（简称UCL）是一所创建于1836
年的世界著名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建校之初名为伦
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1836年加入伦敦大
学联盟后更名为伦敦大学学院，现为伦敦大学的加
盟学院。伦敦大学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联盟，各加盟
学院如UCL都在招生等方面均相对独立，因而在大
学排名统计时各学院均以各自的名义参与统计和排
名。UCL教职工聊到此事时说，像牛津剑桥等高校
的各个学院其实也是相对独立的，但在统计时却是按整个学校统计的，如果UCL按伦敦大学进行统计
排名，或不输于牛津剑桥。UCL主体建筑还在沿用18世纪的建筑，其标志性建筑是图书馆主楼----耸
立着爱尔尼亚式立柱的希腊式建筑，古朴而美丽。
由于UCL地处伦敦核心城区，且所沿用的仍是建校之初的古建筑（多为2~4层），其校内办公、实
验室用地均非常紧张。以我们合作伙伴土木、环境与地质系为例，系里教授（UCL教授席位数量很少
且固定）办公室仅为10 m2 左右的独立隔间。由于空间有限设备较少，使用前需要事先预约，实验人员
为了最大程度的确保实验有效并成功，实验前会认真的准备方案，并与指导老师进行反复讨论。
会议期间，每位参会人员就自己的论文作了精彩的ppt汇报，就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术思想
在自由撞击中得到了升华。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主办方根据参会人员的研究方向进行分组，共5个小组
展开圆桌讨论，每组设导师1名，秘书1名。经圆桌小组讨论后，每位小组的导师或秘书就小组讨论内容
向所有参会人员作介绍。在讨论中，加深了同方向科研人员之间的沟通，为开展下一步的合作研究提
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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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不在于做大，在于精、专、深
—— 叶家元参加中英低碳水泥与混凝土技术创新研讨会有感
虽然早有耳闻，现在国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硬件条件还真赶不上国内，但在赴久负盛名、享誉
世界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之前，我个人对这种观点还是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一直认为，像伦敦大学学院
这种取得众多重大科研成果、拥有众多知名科学家的机构，其硬件条件一定也是顶尖水平，否则不足以
支撑其数百年保持在先进水平。心中总是认为：大牌教授一定拥有宽敞明亮的实验室，一定拥有当前最
新型号、最高水平的各种测试仪器，一定拥有能力强、层次合理的研究队伍。
当我亲临伦敦大学学院后，我发现我错了。除了已有数百年历史并具有古色古香韵味的图书馆让人
崇敬外，其他条件可谓“一无是处”：测试设备老旧，办公室拥挤，校园狭窄。更令人惊叹的是，教授的办
公室甚至没有窗户！这样的条件显然与伦敦大学学院目前享有的学术声誉完全不匹配，但就是凭借这样
的条件伦敦大学学院恰恰做出了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这是为什么？我心中的疑问不断加深。
在接下来的几天研讨与交流中，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学术的敬仰和执着，促使他们能够集
中精力做好一个方向，甚至到了不管这个方向是否有经费资助的地步；对职业的热爱，促使他们能够投
入绝大部分精力于科研工作，甚至到了不管窗外事的境界；对知识的渴求，促使他们对某一问题愿意投
入更多精力深挖不止，甚至会有跪着向师长请教问题的不耻下问之举。这样看来，伦敦大学学院能长时
间处于高水平，关键在于有愿意把科研事业做得更精、更专、更深的科学家，更在于一脉相承的良好学
术氛围和人民大众对知识的普遍尊重。
对比中外的科研现状，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的硬件条件已经武装得足够先进。我们更有动力，别
人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就做出了不少惊世成果，我们有国际一流的硬件条件作为翅膀，定当要做出
国际领先的成果。我们更满怀信心，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氛围下，科技工作将得到更多尊重，也将发挥
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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