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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中国建材集团外部董

事陈津恩、沙鸣、徐立鹏、张燕玲、刘

新权一行考察调研中国建材总院。在

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总院院长姚

燕，集团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光

照宇，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益民

的陪同下，外部董事一行参观调研了

总院光纤面板生产线、光伏质检中

心、新型示范房屋、绿色建材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总院展室。

参观过程中，每到一处，外部董

事都与科研技术人员就设备、技术、

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交流与讨论，

认真询问工艺流程、项目投资、市场

拓展等情况。通过实地考察，外部董

事表示，总院的科技创新成果令人印

象深刻，科 技服务产业发展令人 鼓

舞，高度肯定了总院掌握核心技术、

把牢行业制高点和创新发展模式的

能力。

座谈中，姚燕详细汇报了总院概

况、改革发展、科研创新、产业发展、

企业管理、产研合作、党建文化、战

略目标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并回答

了外部董事提出的关于经营发展、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深入调研和交流，外部董

事对总院六十多年来服务于国民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贡献表示赞

赏，认为总院不愧为建材行业一流的

科研院所。他们指出，总院科技底蕴

深厚、成果丰硕、人才济济、亮点突

出、贡献卓著，经营管理团队战略清

晰、领导有力、管理有方，实现了重组

十年的跨越发展。外部董事还就总院

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12月6日，由中国建材总院冠

名支持的“中国建材总院杯”第七

届全国混凝土设计大赛在江苏南

京拉开帷幕。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

长、中国建材总院院长姚燕，中国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秘书长曾庆东

出席了大赛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致

辞。

姚燕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中

国建材总院经过66年的发展，逐步

形成了科研开发、科技产业、检验

认证、工程设计与承包为一体的发

展格局，坚持科技创新、主抓科研

开发工作是中国建材总院发展的关

键。因此，中国建材总院非常支持

此次活动，第七届全国混凝土设计

大赛对于开发行业内企业和学校创

新思维能力，提升混凝土材料设计

技术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赛分为企业组和院校组，经

过激烈的比赛角逐，企业组中淳高

科桩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院校组绵阳

职业技术学院（一队）荣获大赛一

等奖，在同期召开的2016中国混凝

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大会上，姚燕为

获奖代表颁发了证书，中国混凝土

与水泥制品协会徐永模会长为中国

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总院颁发冠

名单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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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由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

院和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

室举办的“SMART论坛﹠材苑揽胜”

学术报告会在武汉理工大学会议中心

举行。中国建材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建

材总院院长、绿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姚燕教授作了题为《荷载

与典型服役环境作用下混凝土耐久性

评价技术与寿命预测》和《我国建材

新材料的应用及发展》的学术报告。

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陈文，材料学院

院长、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王发洲，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

重点实验室党委书记朱航等出席报告

会。

报告会前，陈文向姚燕颁发了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的聘书。自2001年起，姚燕

教授一直被聘为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聘任期间，她将自己多年来的科研成果和

思想感悟倾囊相授，并作为沟通的纽带，对促进中国建材总院和武汉理工大学的战

略合作和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次报告，姚燕教授不仅为同学们带来了关于混凝土发展趋势的精彩报告，更

是向现场师生介绍了我国建材新材料的应用及发展趋势，为在建材领域研究和学习

的老师和学生们树立了信心，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姚燕教授

并举办学术报告会

近日，博士后研究人员祝瑜获得第60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
助，这是总院首次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近年总院多次获得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资助，2016年总院两位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先后获得了第59批和第60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资助金额共13万元，其中一等资助8万元，二等资助5万
元。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是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研启
动经费或补充经费。面上资助项目要求具有基础性、原创性和前瞻性，具有重要科学
意义和应用价值，且为本人承担。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申报成功再次表明总院博
士后研究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取得突出成
效。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
总院获得

11月24日，总院召开了

2016年度预决算工作会议。

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院院

长姚燕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总院副院长、总会

计师朱全英做了专题讲座，

总院范围二级 企业财务及

审计负责人、报 表 编 制人

员，财经资产部及审计办公

室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姚燕对总院成立十年

来的财务管理工作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对财务人

员提出更高要求。朱全英做

了题为“适应总院做实新变

化  全面推进财务管理水平

再提高”的专题讲座。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经理梁谦海

对2016年度决算审计重点进

行了讲解，国检集团财务总

监邱晓做了“I PO对财务工

作促进的思考”主题交流，

审计办公室主任董海英剖

析讲解了经济责任审计关注

问题，财经资产部刘登林副

部长对财务重点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财经资产部杨京

红部长做了财务基础管理

与科研经费政策培训并进

行会议总结。

总院召开
2016年度
预决算工
作会议

续聘为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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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院承担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顺利通过技术验收

11月19日，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受科技部社发司委

托，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由中国建材总院承担的 “十二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建材生产及燃煤电厂等大气污染物协

同控制技术及应用”的第一课题 “水泥、墙材窑炉大气污染

物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验收会。专家组审阅了有

关资料，经过质询和充分讨论，认为课题全面完成了任务书

规定的考核指标和研究内容，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课题于2013年7月正式启动，按照课题目标设置5项研究

方向，共由7家单位协同攻关。经过为期3年的研究、生产实践

和工程应用，课题组开发了水泥窑全过程低NOx燃烧技术，

实现示范线烟气中NOx排放量平均425mg/Nm3；开发了低温

SCR催化剂及水泥窑低温SCR技术，并进行了工业示范，在

烟气温度150℃条件下，实现了脱硝效率85%以上；开发了高性

能滤料和水泥窑细颗粒物高效控制技术，在工况温度200℃

下，示范线粉尘排放浓度低于10mg/Nm3；开发了墙材窑炉大

气污染物协同处置技术，示范线实测排放浓度与国家标准相

比降低了40%以上；开发了工业窑炉多污染物智能控制处理

系统，成功实现工业化应用。同时取得大量创新性成果，研

制新材料、新技术6项，申请发明专利21项；发表科技论文29

篇，出版专著1部；制（修）定标准4项，申请软件著作权3项；

建立示范工程4项。新材料、新技术均投入实际应用，取得显

著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资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国检集团成为首批工信部
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
台企业

11月21日，工信部官网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公布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名单(第一批)的

通告》，国检集团成为首批批准的19家产业技术基础

公共服务平台企业之一。

首批工信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入选

是对国检集团前期工作与成绩的极大肯定。国检集

团将以此为契机，立足于建材和建筑工程领域，夯实

检验服务等五大业务平台，打造成为国内极具影响

力的检验服务平台。在“十三五”期间，还将建立更

多的分支机构，形成以北京为总部、辐射全国的检验

认证服务平台网络，服务领域争取进入欧美等国际

主要市场，到2020年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享有广泛知

名度与美誉度的检验技术服务平台。

国检集团荣获2015-2016年
度中关村信用培育双百工程
百家最具发展潜力信用企业

11月30日，在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简称信促

会）主办的2016信用北京暨（第二届）信用中关村高

峰论坛会上，CTC国检集团被评为中关村信用培育

双百工程百家最具发展潜力信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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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院固泰公司荣获多项荣誉
近日，合肥 院固

泰自动化有限公司荣

获安徽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授 予的“安

徽省工业设 计中心”

称号，并在 近 期 举 办

的2016 年第三届镍铬

不锈钢颁奖年会上，获得“2016年镍铬钢百强榜优质供应商

奖”。

安徽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由安徽省经信委发起，旨在

通过评选认定，加快我省工业设计发展，促进工业转型升

级。通过专家评审，经省经信委审定，最终合肥院固泰公司

荣获“安徽省工业设计中心”的称号。工业设计中心的认定

有着严格的审核条件，除企业要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较

好的经济效益外，同时还应具备在工业设计领域广泛业绩

和丰富经验；拥有设计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工业设计带

头人以及一批具有高学历、高职业资格、高专业技术职务的

从业人员；获得多项国内外授权专利，荣获多项行业性工业

设计相关奖项；具有工业设计研究试验条件和设施，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同行业中处

于领先地位等条件。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科技资讯

国检集团联合编制的六项
国家标准顺利通过审查

11月19~20日，由国检集团、国家太阳能光伏

（电）产品质检中心（筹）、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

司、3M中国有限公司、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奥博泰科技有限公司、中建材衢州金格兰石

英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的《光伏玻璃 湿

热大气环境自然曝露试验方法及性能评价》、《光伏

玻璃 干热砂尘大气环境自然曝露试验方法及性能评

价》、《光伏玻璃 温和气候下城市环境自然曝露试验

方法及性能评价》、《光热玻璃反射镜面型测试方

法》、《光掩模石英玻璃基板》和《光刻用石英玻璃

晶圆》等六项国家标准在江苏常州顺利通过了由全

国工业玻璃和特种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审

查。

上述六项标准项目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

达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审查会云聚了来自中国建筑

材料联合会、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的领导、

行业专家及各标准参与起草单位的代表六十余人。

六项标准将尽快上报并实施，其中《光伏玻璃 

湿热大气环境自然曝露试验方法及性能评价》等三

项标准的实施将对未来光伏玻璃在我国典型自然环

境下的户外实证提供标准依据；并且为电站运维及

组件厂商开发中国典型气候下使用的组件提供参考。

《光热玻璃反射镜面型测试方法》、《光掩模石英玻

璃基板》和《光刻用石英玻璃晶圆》三项标准的实施

也将对我国相关产品的检测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凯盛承担设计贵州紫云西
南水泥3200t/d项目通过竣工
验收

近日，由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设计的贵州紫
云西南水泥有限公司32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日前通过中国
建材股份的竣工验收。该生产线于2013年5月开工建设，2014
年6月建成投产，窑尾采用北京凯盛设计并供货的N-RSP窑外
分解系统，对当地高硫无烟煤有很好的适应性。

生产线投产后运行稳定，在西南水泥贵州区域每月一次
的对标考核中，热耗、电耗、成本等各项指标均名列前茅，在
同规模企业对标中排名第一，业主和验收组领导对北京凯盛
的设计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北京凯盛项目主管王统寿
副总经理和项目总设计师赵玲彩参加了竣工验收，并对生产
线进行了设计回访，与业主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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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CEMEX集团全球首席

采购官Carlos Sucre G.一行六人应邀到

访。合肥院院长周云峰、常务副院长朱

兵、副院长兼总工包玮参加会谈。

在双方的交流过程中，周云峰对

客人的到来致以了热烈的欢迎。包玮向

客人介绍了合肥院在科技创新、产品研

发、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等方面取得

的成果，同时还介绍了合肥院在节能、

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在研课题及产品

在国内外成功应用的案例。

Carlos Sucre G.先生介绍了CEMEX

集团，并且把CEMEX集团的企业管理、

集团的快速发展、替代燃料及原料的使

用等方面的经验、成果进行了分享。双

方均期待继续加强交流与沟通，进一步

推进长期的互惠共赢合作。

M EX集团一行在包玮的陪同下，

参观了合肥院产业园和研发中心实验基

地。重点了解了辊压机、立式磨、提升机

与粉体计量研发及加工情况。

院企动态 HOSPITAL ENTERPRISE DYNAMIC

CEMEX集团全球首席采购官一行赴合肥院访问交流

11月16~18日，瑞泰科技参加了在阿

联酋阿布扎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21

届阿拉伯国际水泥展。这是瑞泰科技首

次亮相世界水泥行业专业展，标志着瑞

泰科技水泥板块业务在开发国际市场的

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参会期间，来自阿联酋、土耳其、

埃及、印度等国家的水泥企业及装备公

司对公司自主研发的无铬化产品—镁铁

铝尖晶石砖、节能环保系列产品—低导

热多层复合莫来石砖表现出浓厚兴趣，

并期望进行下一阶段合作。瑞泰科技耐

火材料中央研究院周严敦就“低导热多

层复合莫来石砖的结构设计与应用”做

了主题报告，他从结构设计、理论分析、

实际应用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低导热

砖，获得会场人员一致好评。

瑞泰科技在此次展会上受到了各

界客户的关注，提升了瑞泰科技品牌知

名度，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水泥领域的

影响力，瑞泰科技“诚信赢得市场，科技

创造未来”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充分得到

了国内外水泥企业的认可。

瑞泰科技参加第21届阿拉伯国际水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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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9日，为广泛宣传和全面

展示“十二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农业科技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

果和重要工作进展，由科技部牵头，

在陕西省杨陵举办了国家“十二五”

科技创新成就农业领域杨凌巡回展，

此次巡展设立在一年一度的的“中

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上。水泥新材院主持实施并完成的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村

镇功能型建筑材料研发与集成示范”

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村镇建材技术

集成与示范建筑”，再度受科技部邀

请参加了此次巡展。

“村镇建材技术集成与示范建

筑”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创新成果，在展会上备受关注。由于

西北地区略欠发达，当地居民对节能

新型房屋不甚了解，看到此成果颇感兴

趣，观众络绎不绝，问题咨询不断，展

示收效极佳。此巡展对推介板-柱-轻

钢结构装配式节能房屋起到了极大地

促进作用，为将来在西北地区大力推广

打下了良好基础。

11月24日~26日，由中国建材检验

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水泥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主办、贵州省建材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北京安科慧生科

技有限公司、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弘朝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CTC杯”全国第十五次水泥化学分

析大对比总结表彰暨技术研讨会在贵

阳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水泥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崔健主持，共有来

自各省市建材质检站、水泥生产企业

相关人员260余人参加了本次盛会。

大会特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办公室水泥产品审查部副主任

郭利、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孔祥

忠、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总

工朱晓玲、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副主任崔健、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总工王瑞海、国家水泥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办公室主任戴平分别做专

题报告。

会议还邀请了获得特等奖的质检

站和企业代表做技术报告，分享检测

经验。通过各专家在各自领域仪器应

用方面的介绍说明以及技术延伸，充

分体现了现代水泥检测技术在仪器

的研发和技术更新的重要性，对于未

来的发展趋势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

弃物技术发展也得到了与会来宾的共

鸣，对于我国目前发展的良好形势也有

了非常乐观的预估。

本次大对比根据各参加单位得

分排序，共评出特等奖35个单位、全优

奖228个单位、优良奖239个单位、全

合格奖303个单位、水泥化学分析操

作能手奖35名，从省级水泥（建材）质

检站中遴选出组织优秀奖5个，中心将

对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和证书予

以表彰。

HOSPITAL ENTERPRISE DYNAMIC 院企动态

水泥新材院受邀

瑞泰科技参加第21届阿拉伯国际水泥展

参加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农业领域杨凌巡回展

11月15日，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南

山铝业3#熔铸炉维修工程项目顺利

竣工验收，标志着瑞泰科技下属企业

枣庄盖泽炉窑工程有限公司在冶金

行业成功迈出新的一步，进入了高端

铝生产的核心部位，同时也为瑞泰

科技拓展铝行业业务积累了相关经

验。

瑞泰科技炉窑工程不断开拓新业务

“CTC杯”全国第十五次水泥化学分析大对比总结表彰
暨技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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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上午八时，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东里选区中国建材总院投票站，选

举朝阳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在总院本部水泥新材院礼堂正式开始。截至11月

16日零点，中国建材总院投票站共有2086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93.4%。代表候

选人夏娟、崔源声、魏振营获得赞成票分别为1693票、1271票、460票。至此，总

院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办公室，完成北京市朝阳区选举委员会管庄地

区分会下达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任务。

11月15日上午12时，在院属单位召

集人的周密安排下，在专项工作组人

员的精心组织下，投票率超过70%。下

午18时，经过十小时统筹协调、密切配

合、井然有序的投票选举工作，投票

率超过90%。值得一提的是，玻璃院、

玻纤院、北京凯盛、管庄医院等单位

的投票率达到100%，离退休中心负责人带队两次走访行走不便老同志，通过

流动票箱帮助老同志完成选举。晚上20时，总院党委书记王益民到投票点慰

问坚守岗位工作人员。晚上21点，总院原离退休中心主任李庆松到投票点选

举，成为中国建材总院投票站最后投入票箱一张选票。晚上22时，总院院长助

理贾庆海、院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军到投票站，与现场工作人员一起坚持到16日

零点开启票箱时刻。

总院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办公室对参与选举的全体选民表示感

谢，对院属单位的领导和召集人表示感谢，对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对负责秩序的保安人员、负责应急的医护人员、负责保洁的后勤人员等表示感

谢。

党建文化 CULTURE OF PARTY BUILDING

总院本部投票站
完成朝阳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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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OF PARTY BUILDING 党建文化

10月15日，总院本部第八届“玻纤杯”足球赛顺利拉开

帷幕。本次比赛是由总院工会委托总院团委主办，由玻纤

院特别赞助。此次比赛来自院属单位9支代表队，共100余

人参加。玻纤院副院长刘辉，总院团委书记高颖出席开幕

式，并在现场为队员加油助威。

本次比赛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制，抽签分为两组，每

两组前两名出线交叉进行半决赛，胜者争夺冠亚军。赛

场上，球员积极拼抢，为荣誉而战，精妙的长传，精准的短

传，默契的配合，严密的防守，熟练的带球过人，绝妙的头

球攻门，巧妙的死角射门，每一次禁区前的斗智斗勇都能

激起场下观众们的热情呐喊，每一粒漂亮的进球都像一

颗重磅炸弹引爆全场观众的激情欢呼。进过一轮又一轮的

激烈角逐，最终玻璃院代表队以一球的优势取得了比赛最

后的胜利，赢得了冠军，CTC代表队获得亚军。玻纤院获

得“特别贡献奖”。玻璃院球员刘超英获得“最佳射手”称

号，CTC球员尹巍获得“最佳守门员”称号。此外，情报所

代表队分别与玻纤院代表队和水泥院代表队进行了友谊

赛，体现了“友谊第一”的竞赛精神。本届比赛让观众大饱

眼福，大呼过瘾。比赛精彩纷呈，场边欢呼喝彩声此起彼

伏。

11月27日，中国建材集团第一届“中联水泥杯” 在京

企业羽毛球联谊赛在北京尤尼克斯羽毛球馆成功举行。中

国建材总院选派7名队员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总院代表队

获得此次比赛的季军。

“中联水泥杯”羽毛球联谊赛共有15家中国建材集

团在京企业参赛。集团领导对此次赛事高度重视，中国建

材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力实，副总经理、党委常委黄安中，高

级专务马建国，工会主席王于猛等领导出席活动。出席领

导鼓励参赛队员在比赛中争取好成绩，赛出高水平，并希

望通过这次比赛提升士气、振奋精神，进一步增进在京企

业交流、加强协作、营造更加和谐的工作氛围，为集团转

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做出更大的贡献。

承办单位中联水泥获得冠军，北新建材获得亚军，中

国建材总院获得季军，中建材进出口获得第四名，中材建设

获得优秀组织奖，中材水泥、中国复材获得精神文明奖。孙

力实、黄安中、王于猛等集团领导分别为获奖集体颁奖。

此次比赛，从接到通知到正式参赛短短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内，总院参赛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参加集训，积极
备战。比赛过程中，队员们展现了良好的技术水平和顽强
拼搏的意志品质，展示了总院员工团结拼搏、奋发向上、追
求卓越的良好精神风貌，得到了集团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
肯定。虽然本次比赛抱憾未能卫冕，但是总院队员们表示
将站在新的起点以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战明年的比赛，
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争取更好成绩，为总院
赢得荣誉！

总院本部荣获中国建材集团第一届在京企业
“中联水泥杯”羽毛球联谊赛季军

总院本部第八届“玻纤杯”足球比赛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