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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初，中材集团改革创新发展图片及视频比赛结果揭

晓，在收到近千个参赛图片作品中，评选出“优秀组织奖”4个和单项作

品奖40个。公司喜获“优秀组织奖”和8个单项奖。

公司共有51个图片作品成功入围，作品数量高居参赛单位之

首。同时，经过组委会综合评审，获得一等奖1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

3个，另外43个图片作品将与其一起作为优秀作品在集团网站展示并

制成宣传画册。按照比赛规则，公司积分位居第一，获得“优秀组织

奖”。

公司对此次比赛高度重视、积极准备，认真筛选、踊跃投稿，所有

入围图片充分展现了公司在改革创新发展尤其是国际化进程中取得

的辉煌业绩，也为集团做好改革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国际化经营和承

担社会责任等主题宣传工作做出了贡献。
图为中材集团承建并运行初期生产运营的叙利亚ABC项目。该项目于2010年12

月实现了比预订提前40天点火的建设速度，实现了业主、地方社区和职工三满意，并由

中材建设代替业主实现初期生产运营。 （中材建设）

↓一等奖作品：1个

↓二等奖作品：4个

图为2008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

间接见集团所属中材建设时任董事长。 （中材建设）

图为中材集团承建的被当地媒体称为“世界最美丽的水泥厂”的匈牙利

NOSTRA项目全景。 （中材建设）图为中材集团承建的国内第一个万吨水泥生产线项目。 （中材建设）

↓三等奖作品：3个

图为集团采用自制装备建设的阿尔巴尼亚TITAN项目，本图入选

“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十八大成果展。

（中材建设）

图为2011年9月1日，中材集团所属中材建

设俄罗斯项目部应邀参加当地小学毕业典礼，并

给学生发中国纪念品。 （中材建设）

图为中材集团承建的采用欧洲设计、本土化经营

操作模式在欧盟完成的第一个水泥总承包项目（保加

利亚Devnya项目）。 （中材建设）

图为中材集团承建的完全按照国际工程承包通行惯例并以EPC模式建设的第一个国内项目（都

江堰拉法基）。 （中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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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8日上午，中材建设承建的常州

北控安耐得3万吨/年危废焚烧改扩建项目（以

下简称“常州项目”）开工仪式隆重举行，常州滨

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盛晓东、市环保局副局

长杨晓春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北控环保总经

理祝剑、副董事长蔡旭霞、运营总监杨盛林，中材

建设副总经理王晖、业务拓展部部长朱宝华、常

州项目经理孟繁瑞和现场业主方、项目经理部全

体员工出席了开工仪式。

常州项目由北控安耐得环保科技发展常州

有限公司投资，中材建设总承包承建，是国内危

废处置行业目前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项

目，也是国内危废处置行业第一个采用国际通行

的EPC总承包模式建设的项目。该项目属常州

市及新北区2016年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

升常州市危险废物处理的整体水平和能力，同时

也将对我国危废处理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控环保总经理祝剑、公司副总经理王晖、

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盛晓东在仪式

上先后致辞，各位领导表示，将全力为项目建设

提供支持，共同努力把常州项目建设成为危废处

置行业的引领示范工程。随后，出席仪式的有关

领导及嘉宾共同为项目开工推杆和奠基，标志着

项目建设正式进入施工阶段。 （常州项目部）

中材建设承建的3万吨/

年危废焚烧处理扩建项目

（简称：常州项目）位于江苏

省常州市滨江开发区安耐得

公司原厂区北侧，原友邦化

工公司厂区位置，周围1000m

范围均为工业用地，远离居民

区。

常州项目于2016 年9月

1日现场开工建设，2017年4

月1日建设完成，具体以实际

发包人签发开工令为准。开

工前准备时间2个月（包含设

计和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建

设期7个月，调试期80天（含

达标、达产）。合同范围涵盖

EPC项目所有流程。

常州项目具有以下亮点：

一是建设性地借鉴了物流及

大型超市行业的货架存储及

自动进出库技术，通过分类分

区存放及自动化管理，有效地

解决了场地的问题，并实现了

与下游车间的自动对接。二

是传统的预处理车间比较简

单，一般只包括破碎和混合，

难以实现准确的配伍，也比较

难针对多样化的危废提供合

理的处理工艺。这就导致喂

料波动大，焚烧系统不稳定，

从而导致设备故障多，生产线

运转率低。在本项目中根据

危废种类及物化性质的不同，

设计了多种预处理方案，并通

过自动控制系统保证了进窑

物料的均匀、稳定。三是对于

焚烧系统，国内现有生产线常

出现的问题是结焦和设备腐

蚀。在本项目中，采取了将干

法脱酸工艺前移、设备结构、

材质优化等措施，针对性解决

了这些问题；同时，通过监测、

控制焚烧温度、废气O2含量、

优化急冷系统的控制、增加备

用的废气处理设施等手段，

来达到稳定生产运行的目

的。

我国危废处置行业自

2001年左右起步，经过十多

年的发展，目前行业进入快

速增长阶段。

危废处置总的技术路线

大致分为：分类、预处理、最终

处置等几个核心环节，其中：

1) 资源化：主要将一些溶剂、

金属等，能回用的组分进行资

源化回用；2) 无害化：缺乏回

用价值的危险废物，一般通过

预处理和最终处置等环节，进

行无害化处置，主要包括物理

法、化学法、固化/稳定化等核

心技术；3)最终处置方法，主

要包括填埋、焚烧以及其它处

置方法。

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断强

化危废法规，加之土地资源的

限制，使危废处置逐渐从“填

埋”转向“焚烧”，焚烧工艺是

当前主流发展趋势。（综合）

为了贯彻公司创一流品

牌企业的目标，全面提升员工

质量意识、增强企业凝聚力和

市场竞争力，根据《质检总局

等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质

量月”活动的通知》要求，9月

份，公司开展了以“提升供给

质量 建设质量强国”为主题

的“质量月”活动。

此次活动内容有：举行

“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部署

2016 年度“质量月”相关活

动；通过多媒体宣传和宣传画

张贴开展质量月宣传工作；质量控制

部组织与供货商质量交流；开展质量

专题培训、提升活动【含焊接培训，供

货设备板材厚度控制专项总结提升，

项目质量问题总结交流，项目评优

（优质工程奖、鲁班奖等）前期准备工

作交流，梅州塔牌万吨线工程质量检

查，讨论、编制临时用电方案标准模

板，相关职能部门质量讲座、交流

等】，项目经理部组织开展质量提升

活动（开展“质量月”动员会议；张贴

“宣传画”或“宣传标语”；组织工程质

量联合大检查及专项质量检查；组织

对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培训、学习；

组织优秀质量班组评比活动；举办晒

“施工日志”活动，并评出优秀日志），

质量征文活动等。

各相关职能部门、项目经理部按

照“质量月”活动方案认真开展相关

活动，并按时提交了“质量月”活动计

划和活动总结。 （质量控制部）

公司201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会

公司全体党员干部：

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

际，首先向全体党员干部及家人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

多次发出通知，严禁节日期间公

款购买赠送年货节礼，并持续开

展整治行动。重拳之下，群众真

正感受到了清新之风。

在“两节”到来之际，希望公

司全体党员干部以上率下，严格

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坚决贯彻落

实“三严三实”要求，带头抵制各

种歪风邪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把廉洁从业各项规定和作风建设

的有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严禁

用公款购买或接受各种商业预付

卡、购物卡、电子提货券等礼品

卡；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

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各种活

动；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和高消

费娱乐活动；严禁用公款报销或

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严禁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

财；严禁违规使用公务用车。守

住党的纪律这条“红线”，自觉把

好“廉政关”，自觉弘扬中华民族

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倡扬时代

新风。

最后祝愿大家过一个温馨、

平安的节日。

中材建设纪委

2016年9月8日

 






































致全体党员干部的一封信



■项目里程碑 编者按：9月是一年一度“全国质量月”，根据国家和上级单位对质量月活动的安排及要求，公司制定了2016年质

量月活动方案，组织开展了质量月活动，质量控制部负责具体实施工作。本报第三版将分期陆续刊登公司质量

月活动相关活动报道及质量交流文章。



编者按：2016 年 6 月—8 月，公司团委组织开展了以“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为主题的“读书月”

活动。活动旨在引导公司全体团员青年职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不断提升自

主学习能力。活动内容主要分为好书推荐、读书“微”笔记、主题征文、图书超市、“书香支部”和“读书之星”评选

等。本期本版刊登此次“读书月”活动中部分优秀征文和读书“微”笔记。

2016年9月23日，公司组织召开了

“设备供货及现场反馈质量问题”研讨

会。质量控制部以“质量月”为契机，针

对设备质量问题编辑了PPT文件，对普遍

存在的问题以及个别比较严重的质量问

题，在此次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和总结。

公司总部多个职能部门参加了此次

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各抒己见，对如何

提高设备质量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办

法。通过研讨交流，进一步增强了员工

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水平，取得了预

期效果。

2016年9月29日，公司组织在京的项

目经理或项目代表召开“项目评优”交流

会。会上，质量控制部部长耿锋涛对各种

奖项（优秀工程项目管理奖、优秀工程总承

包项目奖、优质工程奖、鲁班奖等）评选办

法及所需准备的资料做了详细讲解，播放

了公司已经申报成功的项目视频，并结合

申报整个过程，对项目部提出以下建议：一

是项目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围绕项目

当地的自然条件、政治条件、劳工政策、项

目管理、工程质量，采取降本增效措施，并

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措施。二是项目部要将

各个工序阶段的照片、视频及时保存下

来。三是项目部可从项目在当地的影响

力、获得的各种荣誉及项目特点等方面重

点推介，但更应该注重证据材料的齐全性、

真实性，也可通过使领馆的推荐信、业主方

和监理评价意见等来突显项目优点。四是

对已完工或即将完工的项目，尤其是公司

的标杆项目，应提前按评优要求组织准备

材料。一旦收到协会的通知，即可进行上

报。五是对在建或新建项目，请各项目经

理部在项目前期就按项目评优要求做好顶

层设计，在施工过程中注意收集、留存所需

的照片、视频、支持性材料，为后续评优做

准备。

通过交流，各项目部深入了解了项目

评优的各项条件，也体会到项目评优对提

高公司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性，为将来公司

项目评优提高成功率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6年9月21日，公司组织质量控

制部、工程管理部及部分项目部代表，赴

唐山海港中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钢

结构质量联合大检查。

通过本次联合大检查，检查组发现

厂内钢结构总体质量有序可控，但依然

有一些细节问题有待提高（包括焊缝包

角、漆膜均匀性、包装防护及包装框防锈

等方面）。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往项

目曾出现的钢结构质量问题、当前三个

项目不同的设计结构型式以及各自项目

特点等，检查组对中材海港在钢结构的

焊接质量、预组装、抛丸除锈等级、漆膜

厚度控制以及包装防护方面进一步提出

了要求，要求唐山海港中材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格外引起重视。

唐山海港中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管

理层本着持续完善质量管理的原则，对

检查组提出问题和建议在会上进行了充

分的沟通和探讨，并对厂内各环节的质

量控制措施进行了逐一介绍。本次质量

联合大检查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2016年9月22日，公司在北京总部组

织质量控制部、技术中心、采购部、工程管

理部及项目经理部相关人员进行焊接知

识培训、交流专题会。

本次培训由公司质量控制部王忠礼

（国际焊接工程师）主讲，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的专题内容：焊接基础知识专题，无损

探伤、焊接及与设计交流专题，常用母材、

焊接方法、焊接材料的选用。公司4个职

能部门和3个项目经理部共计35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

经过近3小时的培训、交流学习，大

家对焊接基础知识、焊接设计注意事项、

焊材选用、现场焊接、焊缝检验等方面有

了进一步认识和提高，达到了本次培训的

目的。

2016年9月23日，公司质量控制部邀

请调试服务部部长朱海林与采购经理、技

术经理对项目调试中有关设备与安装质

量问题进行了专题交流。

朱海林首先介绍了近几年公司项目

在发运过程中、现场存放、设备运转中出

现的典型设备问题，如电气设备现场防护

问题：尼日利亚UNICEM项目电气设备到现

场时间比较长，以及当地的潮湿环境对设

备影响比较大，造成部分柜体生锈、仪表

损坏等现象；设备选型材质问题：尼日利

亚EDO项目高品质石灰石破碎机锤头（FLS

供货）因物料中含花岗岩，锤头大约150小

时后就磨损严重；立磨出磨选用拉链机脱

链、尾部及刮板变形等。

随后，与会人员针对现场存在的设备

质量问题积极探讨，分析问题产生的原

因，从专业角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及相应处理预防措施。大家一致认为，质

量关乎企业生存发展，公司全员必须予以

重视。交流会为后续项目有效避免类似

质量问题发挥了一定警示作用。

召开“设备供货及现场反馈质量问题”研讨会 召开“项目评优”交流会

组织钢结构质量联合大检查

组织项目调试中有关设备与安装质量总结交流会

组织焊接知识培训、交流专题会

有备，就是对未来风险的预测和对概

率事件做出的应对措施，有备则无患；常

备，就是对工作程序的坚守，常备不懈则

可预防疏忽或侥幸事件的发生。在质量

管理中，这八个字就是我们质量工作的方

向标。

“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质

量管理三部曲。与其把无谓的精力投入

质量改进，不如加强前期的质量策划和过

程质量控制，加强质量策划就是做到有备

无患，加强质量控制就是要做到常备不

懈。

质量策划是质量管理的开端，是质量

控制的“有备”之源，是对质量管理全方位

策划（包括组织、制度、流程等），其核心是

对影响设备或项目质量的所有风险进行

预测、识别与分析，并编制质量问题清单。

质量控制对象就是“人”和“物”，质量

问题清单编制应从这两个层面着手。对

于设备质量来说，控制对象就是“供货商”

和“设备”，通过编制《供货商监控表》，对

其生产能力、质量

管理、供货质量等

持续监控，对新厂

家、问题厂家重点

监控；通过编制每

类设备《设备常见

质量问题表》（包

括外观尺寸、焊

接、油漆、防护等

级（电）、特殊要求以及同类设备出现的质

量问题等）对设备质量进行控制，并把关

键设备、关键工序、特殊要求、高频发生的

质量问题等标识出来，重点监控，力求做

到管理不漏项，管理有重点。对于工程来

说，通过编制分包商质量问题清单、制作

或安装工序质量问题清单来监控。

有备则无患，有了监控清单，有了监

控重点，那么在质量控制中就会运筹帷

幄，对于有限的人力资源来说就会应用的

更加合理，在管理上也不会拘于形式，重

点投入。如BC项目，启用了很多新厂家，

我们就提前派人

到厂里进行质量

交底，介绍项目

设备质量要求以

及同类设备中出

现的质量问题，

并对该厂设备质

量问题考察中出

现的不符提出改

进措施。

常备不懈，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

还是有点难，因为日常管理有时总是在重

复一个简单看似枯燥的工作，如果较长一

段时间无质量问题发生，人容易产出麻

痹、侥幸心态，就容易懈怠，然而很多质量

问题都发生在一时的疏忽或侥幸中。例

如在俄罗斯项目中，对于灯杆的检查，当

时由于人员紧张未安排厂检，认为灯杆不

会出问题，然而却出现了问题，灯杆高度

不够，全部作废。每次懈怠，或许换来的

都是血或经济的代价。

常备不懈，就是对工作程序的坚守。

有了对程序的坚守，就克服了侥幸心态，

例如在设备质量检验中，要求必须根据

QCP质量检查清单逐一落实并将所有检查

项及问题落实到检验报告中。还有抽检

比例，抽检规则等。

“有备无患，常备不懈”，虽不是解决

质量问题的妙方，但却减少了质量问题，

因此须坚守这种理念。在一些项目检查

中，发现程序上、管理上很规范，但对影响

项目进度和质量的风险预测及措施有点

欠缺，一是预测太保守，二是对可能的风

险投入不足，按部就班、侥幸待之。风险

本来就是概率事件，我们要有备，要把管

理工作前移，才能把风险控制在前期。

有备无患，所有的“有备”大都来于自

己或别人的疏忽侥幸的教训，是以血或经

济代价换来的。所以有备无患，不仅仅是

经验教训，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常备不懈，

也不仅仅是程序的坚守，更是对品质的维

护。 （质量控制部：张祥飞）

——浅谈质量管理工作

2016年9月30日19

时16分，公司承建的尼

日利亚UNICEM 项目 LM

70.4 + 4水泥磨顺利投

入运行并生产出第一批

水泥，比合同计划时间

提前18天。

UNICEM项目LM 70.4 + 4水泥磨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水泥立磨之一，也是德国

Loesche 公司为 LafargeHolcim 集团设计

制造的第一台磨盘直径

达到7.0米的8辊水泥立

磨，驱动系统采用与盾构

机类似的多传动系统，配

置 8台驱动电机。业主

对此磨机提前投入运行

给予了高度关注及赞扬

肯定，坚定了项目员工的生产测试信心和

热情，为项目顺利生产测试并交付业主奠

定了坚实基础。（尼日利亚UNICEM项目部）

2016年9月21日，公司承建的沙特UCIC项目顺利取得业主颁发的PTO证书。

沙特UCIC项目于2016年2月18日成功点火，2月23日下午顺利投料并生产出合

格熟料，3月18日上午顺利生产出袋装水泥。 （沙特UCIC项目部）

在狼的眼睛里，永远看不到失败的气馁，因为它们

知道，不管经历过多少次失败，最后的成功一定是属于

它们的。所以狼永远是草原上的王者。

成功就是不懈的努力加上一点点机会，努力是加

法，机会是乘法，两者兼备才会得到最大的结果。

——尼日利亚Unicem团支部 李悦《狼图腾》

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

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

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

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

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

个不可欠缺的部分呢！

——尼日利亚Unicem团支部 刘开拓《平凡的世界》

无论走到哪里，都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

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

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

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等到人类坐一等车厢而文学只能挤货运车厢的那

一天，这个世界也就完蛋了。

——贝宁团支部 丁治国《百年孤独》

时至今日，《平凡

的世界》作者路遥先

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

了，但依然有很多人

其中包括很多年轻人

喜 欢 读《平 凡 的 世

界》。这20多年来，中

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

转型，书中那些穿着

老旧衣服、说着陕北

方言、住着土窑洞、与

当代生活已经产生巨

大隔膜的人和事，为什么还能打动今

天的年轻人？

我想，打动人的，并不是书中的

情节，而是在这情节背后的某种精神

和力量。

读罢全书，书中的一句话依然让

我记忆深刻：“青年青年，不管遭受怎

样的挫折与打击，都要咬牙挺住，因

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

灰心丧气，每一次的挫折就只不过是

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致人于

死命，人啊，忍，韧，仁......”

人啊，忍，韧，仁…….

这句话，大概就概括了书中的人

物吧！最忍不了贫穷的王满银，终日

晃晃荡荡，撇下妻儿独守凄凉；最能

忍的孙玉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

天，拉着一家老小，像

牛一样耕种；书中最

韧的当属孙少安，几

经坎坷，生活每每在

其看见曙光的时候给

其当头棒喝，然而他

依然奔着光前行，这

道灭了，就向着下一

道光走去；最仁的我

觉得是田晓霞，出身

优渥的家庭，却丝毫

不矫揉造作，女子之

身却胜过陕北汉子的豪爽洒脱，面对

活着和挽救烂漫孩童的选择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后者，她死了，我却更愿

意相信她还活着，滔滔洪水怎么能盖

得住她的宅心仁厚？

人啊，忍，韧，仁……

细细思量，这句话岂止是概括了

书中人物啊，分明是概括了人的一生

啊！

人这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遇

到不如意的事情要有忍耐的涵养，碰

到困难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克服，

最重要的是在坎坷中依然保持一颗

仁心。

忍、韧、仁完美阐释了人在面对

逆境时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为遇

事能忍。忍并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

人生的技巧和规则的智慧。遇事只

知火冒三丈、呼天抢地，而不知忍而

沉思，是愚蠢的表现。懂得忍的人，

首先是能够自我约束的人，当忍处，

能沉默无言、默默耕种，于不忍处，自

然能拍案而起、厚积薄发。

第二个境界是忍而有韧。遇事

能忍，是一种境界，而一直隐忍，则会

碌碌一生；韬光养晦，踏实前行而后

绝地求存才是克服困难的正确路

径。韧是忍而不露锋芒的修养，韧是

忍而千锤百炼的风度，韧是忍而锲而

不舍的坚持。

第三个境界是心存仁厚。在顺

境中，存一颗仁厚宅心可能不难，难

的是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同样的善

良。逆境多半是人生的低谷，因此，

身处逆境之时往往需要更大的心量

去包容眼前的艰难险阻，而在见识了

社会的阴暗面、人性的丑恶之后，依

然愿意保有一颗仁心，才是真正的大

智慧、大修为，也才能称得上一个大

写的人。

或许，很多年后，我已记不起书

中的情节，也已记不起少安、少平、晓

霞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人啊，忍、韧、

仁……会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中，时

刻提醒我，如何度过这平凡的一

生。 （南非PPC项目部：毛咏梅）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刘统艳 党群工作部 业务主管

刘统艳同志积极推进科

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群众路

线等各项教育实践活动向前

开展，协助公司党委开展新

党员发展工作，分阶段组织

各项文体活动，认真落实党

群工作部日常工作。她以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在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

者应有的风采。

南豪 尼日利亚EDO项目部 机械施工管理员

南豪同志作为一名奋

战在项目现场的普通党员，

始终坚持无条件服从组织

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一直坚持工作在条件较为

艰苦的尼日利亚项目一线，

不怕苦、不喊累、不松懈。作为项目党支部的宣传、青工

委员，他积极响应公司党委号召，及时宣传公司党委的文

件及会议精神，认真组织项目青年同志参加各种活动，充

分发挥了党员先锋带头作用。

荣亚坤 阿尔及利亚BC项目部 项目经理

荣亚坤同志从2008年开始

担任摩洛哥FES项目党支部书记

以来，就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

坚定的信念和求真务实的作

风。负责公司阿尔及利亚BC项

目全面工作后，他团结带领支部

全体党员，认真组织开展项目实

施工作，顺利推进项目建设。他不断加强学习，勇于创新

工作思路、方法，切实提升项目部管理工作水平，并始终

以身作则，得到了项目业主和项目全体员工的肯定。

（以上报道均为公司质量控制部提供，图片为报道相关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