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文件
中建材企协〔2021〕14 号

关于发布“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
地、优秀成果（案例）、突出贡献人物”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结推广我国
建材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经验，以实际行动推动建材行业和谐有序
高质量发展。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组织开展了“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优
秀成果（案例）和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的申报
和审定工作。活动得到了建材企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按照
公开、公平的原则，坚持严谨、科学、规范的评审程序，经审定，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为“2020～2021 年度全
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54 家企业创造的成果（案例）为“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
文化建设经典案例”；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等 56 家企业创造的成果
（案例）为“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典型案例”；
白彦等 128 人为“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
献人物”（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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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发布的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经典案例、典型案例、
突出贡献人物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深化开展
企业文化建设，为实现建材行业“宜业尚品、造福人类”新目标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号召广大建材企业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建材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
1.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名单
2.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经典案例名单
3.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名单
4.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名单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主题词：建材 文化 基地 案例 发布 通知
抄

报：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材料工业司,中小企业司、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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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2.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3.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4. 娲石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5. 安徽建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6. 昭通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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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经典案例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文化融合凝心聚力、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创造单位：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曾 劲 吴 东
参与创造人：刘新华 徐宏雷 胡建飞
2.“三创”党建文化品牌
创造单位：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曹江林 肖家祥
参与创造人：潘晓萍 贺 誉 杨越
3.以“长期努力奋斗”助力企业实现逆势增长
创造单位：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林孝发
参与创造人：林四南 林友色 林晓伟 刘启乔 严桢 丁顺龙
4.以诚信经营理念引领企业持久蓬勃发展
创造单位：尧柏特种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继民
参与创造人：王 蕊 刘鑫 姚延萍 刘军平
5.清风化雨涵养廉洁文化，廉润初心护航企业发展
创造单位：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主要创造人：沈 军 刘仁越 赵 延
参与创造人：牛延林 李之嵩 郑宁峰 王 镭 乜 也
陈孟可 金义宁 邵 琳 崔君娜 胡妍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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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制院所基于“1663”体系的高质量党建文化
创造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郭

伟 赵

谦

参与创造人：陈士洁 于守富 张文进 王
朱云青 王

屹 唐宇

蒙 卞玲霞 糜雅斐

7.以先进文化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孔庆辉 李

衍

参与创造人：田大春 王海滨
8.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实现百年企业凤凰涅槃
创造单位：中国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吕应成
参与创造人：杨利民 曹

阳 侯绍欣 郝立新 樊兴生

杨振渤 杨宗斌 张

莉 万会青

9.构建“三位一体”的企业文化体系，谱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创造单位：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叶德林
10.打造红色党建+绿色工厂“双色”文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川渝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白

彦 万金生

参与创造人：张家彬 张凤民 杨再成 张骏 余平 张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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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培育企业精气神 提升核心竞争力
创造单位：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董荣辉 王国祥
参与创造人：徐鹤朗 邹

道 陈俊伟 张红屏 江山红

杨

坤 石

云 杜纪北 宋景文 和振英

宋

明 赵正富 姚德生 胡庆美 钟璐羽

杨福云 颜洪永 侍佳权 朱亚波 徐婷婷
12.实干兴企、实干增值、实干有我，以“1+5 实干文化”为引擎、
聚力价值创造、奏响追赶超越进行曲
创造单位：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严生军
参与创造人：欧阳孟学 汪春江
13.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创造单位：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超晖
14.人才激励“五个一”工程
创造单位：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殷召飞
参与创造人：罗婵娟 赵宏宇 赵利娜
15.用文化激发企业活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向东 赵晨光
参与创造人：苏秀云 王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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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党建企业大融合
创造单位：南阳中联卧龙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柳俊林
参与创造人：孟显军 李欣涛 夏红 左卫政 宋秀玲 周继武
17.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创新与实施
创造单位：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建军
参与创造人：张国堂 王春雷 于铖 柴丹
18.强化党建引领、构建精神家园，秉承企业“家”理念、文化强
企谱新篇
创造单位：保定太行和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蔡金山 陈 敬
参与创造人：李宝新 王红章
19.以“七个标准化”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创造单位：登封中联登电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潘凤祎 李旭歌
参与创造人：刘振河 靳一平 杜振涛 黄少携
冯延童 李红江 杨海峰 张文卓
20.以“石河精神”助推绿色建材产业发展
创造单位：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大石河铁矿
主要创造人：宁宝宽 闫尚敏
参与创造人：葛海涛 崔砝铭 任淑娟 刘媛
21.提高员工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文化建设
创造单位：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韩正琦 余红卫
参与创造人：祁广旺 刘晓娟 任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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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动力，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创造单位：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赵俊山 赵长胜
参与创造人：王

嵘 程彦东 武星

23.以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有力推动金隅冀东水泥陕西区域
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中共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委员会（陕西区域党委）
主要创造人：韩保平 侯武鹏
参与创造人：薄光印 范俊波
24.落实党管宣传总基调，激发“党群团”三方活力共筑企业文化
建设
创造单位：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太功 谷瑞林
参与创造人：李学锋 乔丽霞 孔向阳
25.党建+1225 创新工程
创造单位：酒钢（集团）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蒋朝晖 闫智荣
参与创造人：常占新 武学龙 李永睿 于晓燕
王艳娟 高世章 陈宗全
26.坚持推行“三结合”工作举措，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创造单位：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刘志刚 杨建强
参与创造人：王

坤 李俊峰 吴华东 高雄伟 孙亚文 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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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弘扬劳模文化、助推企业发展
创造单位：旺苍川煤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潘本利 宋国信
参与创造人：赵杨艳
28.传承红色文化管理、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四川华蓥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任艳 沈长平
参与创造人：孙健
29.“党建引领+文化驱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创造单位：济宁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陈兴龙
参与创造人：刘晓东 魏宁 徐波 贾正红 杨印龙 孟鲁俊
30.以“党建+四化融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贵州三都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成 郑惠蓉
参与创造人：王波 范 波 赵思振 韦祖丽 王木丹
31.打造新时代先进企业文化、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企业高质量
发展
创造单位：东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宝友
参与创造人：鹿志清 高开渠 王修常 张玉福 孙东
32.全面强化文化引领、凝聚力量改革创新
创造单位：北京金隅砂浆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高洪军 蔡鲁宏
参与创造人：郭 勇 侯成武 吴金明 张树军 陶龙顺
任正炜 章银祥 李翠玲 杨丽萍 董翠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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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让绿色成为企业发展本色
创造单位：成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于波 巨积祥
参与创造人：贾翔 路咏梅 周昊
34.以高绩效为导向的团队文化打造
创造单位：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于光民
参与创造人：李保明 李 浩 姜显峰 姬忠全
杨 洋 刘永杰 周小利 李文裕
35.扎实推进高质量赶超发展、打造节能环保绿色人文台泥
创造单位：台泥（辽宁）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闫海峰
参与创造人：秦双江 牛猛 吴小菁
36.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持续发展动力
创造单位：陕西东泽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刘兴科
参与创造人：张美丽
37.红色文化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长林
参与创造人：王群英
38.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建优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淬炼新时
代国企“尖兵”
创造单位：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东书 田世虹
参与创造人：周文平 刘 涵 王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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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深入推进“四化融合”建设 打造企业发展软实力
创造单位：永登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尚再国
参与创造人：王宝军 焦继先 石国富 隋冠男
魏水花 郭尚宏 张长林 张正儒
40.文化兴企、文化强企，助推宜兴新能源行稳致远
创造单位：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杨伯民 林江平
参与创造人：纪德成 徐云舟 程

燕 丁梦姣 彭

刘忠飞 夏劲松 李来杰 高

静 曾敏

锐 吴报军

41.以“五彩企业文化”建设，助推民营企业战略重组后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陇南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曾廷祥
参与创造人：辛

文 邢彦君 张小龙 马忠孝

42.构“四化融合”，谋高质发展
创造单位：中建投物流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段英南
参与创造人：薛
孙

可 李旭楠 王
婧 沈

莘 白砾

虹 杨政权 金黎

43.以文化为引领、凝心聚力，砥砺奋进 推动天坛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金中 李鹤
参与创造人：王金波 赵莹 贺彪 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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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以此为生，精于此道
创造单位：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何新明
参与创造人：陈昆列 包建永 何颖 钟保民
45.以飞灰处置为特色、绿色发展为底色、文化产业为靓色的绿色
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创造单位：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练礼财 王振生
参与创造人：蒋 昊 张 楠 王慧玲 张雪 王新然
46.构建“七色彩虹”党建工作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
量发展
创造单位：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冀亚琼 任振水
参与创造人：何纪纲 张贵斌 孔凡 惠金先
47.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共进
创造单位：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侯涤洋
参与创造人：陈 沫
48.凝聚发展力量、激发创造活力，打造四位一体文化建设新引擎
创造单位：河南省中联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吴坤 陈鹏 叶红俊
49.党建融入彝区文化，打造攀西闪亮明珠
创造单位：会东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丁 杰
参与创造人：王筱凯 崔腾军 肖红琼 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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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新成果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韩晓光
参与创造人：赵宏杰 武艳合 马健
51.弘扬优秀党建文化 创新党建工作载体
创造单位：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焦馗 单兴瑞
参与创造人：孟军 王

岩 洪小维

52.深化“孝悌、负责、快乐”企业文化，建设和谐幸福家庭
创造单位：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赵德存
参与创造人：刘云霞 孙艳伦
53.企业文化建设引领企业高品质发展
创造单位：寿光市润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效忠 赵雪梅
参与创造人：朱兴宁 刘丰伟 孙福斋 李世荣 杨康
54.党建引领、文化筑企走好高质量持续发展之路
创造单位：承德德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田

文 宗文会

参与创造人：王

光 刘瑞珍 倪宝来 梁保平 闫金刚 田智

王宏伟 高金军 田建伟 马婷钰 李艳明 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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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打造党建红色引擎，建设海外文化阵地
创造单位：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陈增福
参与创造人：童来苟 王志学 刘贞华 任鞠萍 白振良
2.以高标准经营、精细化管控文化理念助推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增彪 王加强
3.以文化管理打造绿色环保型企业
创造单位：重庆石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志勇
参与创造人：袁

刚 金克玲 江小龙 张

校 康元骄

陈建飞 莫定洪 陈绍祥 李宝会 刘

磊

4.团结协作同追梦、聚力同心创一流
创造单位：湖州槐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胥坤泉 杨

洋

参与创造人：蔡照海 段文虎 许伟汉 胡正平 何龙
5.党建引领定方向、强化融合促发展
创造单位：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胡云奇 唐启刚
参与创造人：刘

维 王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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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健康、人本、进取”核心价值观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钱林弟
参与创造人：李忠人 张勇
7.发展写文化，文化促发展
创造单位：江门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赵光豪
8.夯实安全基础，立足过程管理，创建本质安全型企业
创造单位：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魏振超
参与创造人：王正臣 贺琪 胡波 梁柱 王红旗
9、打造企业文化靓丽新名片
创造单位：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立华
参与创造人：陈卫华
10.擦亮党建品牌、助推企业文化建设
创造单位：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安徽总队
主要创造人：许国礼
参与创造人：徐剑萍 杞珍
11.勠力同心、奋力拼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创造单位：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马占海
参与创造人：简英霞 万彬 吴前儒 孟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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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以“文化党建”为引领，快速推进“百亿磊达”进程
创造单位：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汤广宏 韩恒桂
参与创造人：张增贵 练国定 汤小帅 曹国良 崔广安 杨勇
13.以“精品服务”为核心创造企业价值
创造单位：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盛伟 熊巧林
参与创造人：刘

水 丁艳芳 雷素林 濮宗文 潘金敢

王子龙 柏立果 赵优俊 任晨洋
14.深植企业文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孙志胜
参与创造人：王

平 念保云 李瑞华 朱文尚

15.融文化于管理，全方位打造学习型组织
创造单位：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耀明 章

艾

参与创造人：陈咏宁 梁慧梅
16.推进企业文化“落地”，助力企业乘势腾飞；谱写新时代曲阳
金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创造单位：曲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刘庆平
参与创造人：刘志国 李锦辉 赵希民 刘静元 陈全勇 郄红波
孙长坤 张志刚 王彦芳 石新才 杜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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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推动企业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晋城山水合聚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赵守玉
参与创造人：赵

鹏 常静

18.创新驱动发展、绿色引领未来，危废智能机器人转运系统研发
助推行业高效发展
创造单位：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曾文飞
参与创造人：张

觊 高鹏飞 王义春 杨晓丽 张

科

邢延更 赵卫兵 刘学平 尹建生 安保灯
19.爬坡·倍行丨挖掘标杆的力量，弘扬 KITO 领先文化
创造单位：广东金意陶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何

乾

参与创造人：朱炜煜
20.以全力打造生态文明企业为目标的创新文化建设
创造单位：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符群安 武召红
参与创造人：宋玉安 王晓清 石群良
21.以开展内部创业活动为主线的创新文化建设
创造单位：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德裕
参与创造人：马利民 李 彬 廖金艳 崔少清
谷 茂 李银川 周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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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传承艰苦奋斗文化、助推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山东鲁碧建材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刘汝海 梁尚杰 赵世明
参与创造人：赵恒延 齐

红 李曼曼 沙钊

23.以文化为基、人才为本，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创造单位：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付波 徐

伟

参与创造人：苏龙 赵小贤 李欣宇 邹颜泽
24.日出东方、华彩绽放
创造单位：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庆文 孙文丽
参与创造人：刘晓军 位少青
25.育企业基石、谋百年大计
创造单位：四川华西绿舍建材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蓉川
参与创造人：曾

艳 苏琳

26.以三精管理提升为抓手、深度挖掘一体化经营潜力
创造单位：泰安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齐

勇

参与创造人：梁学文 郭晓斌
27.环保升级助推企业绿色发展
创造单位：四川雅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龚

明 高志明 谷均明

参与创造人：李学兵 刘

鸿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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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李斐翔

28.创建优秀文化、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河南省淅川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牛晓明
参与创造人：李荣斌 吴红印 岳三兴
29.助力鹭岛建设、打造城市发展铺路石
创造单位：厦门百城建材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肖

雄 刘安富 李伟征

参与创造人：卢智杰 邵
卢

霈 钟志清 汪琪南 陈丽娜

迪 郭桂忠 林福明 程长青 蔡晓静

30.全力构建现代化企业文化建设体系，以优秀金隅文化引领企业
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天津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宁

鹏 高中民

参与创造人：陈升利 王建君 陈军亮 刘磊 温晓宾
31.企业文化助推齐齐哈尔蒙西持续健康发展
创造单位：齐齐哈尔蒙西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冯立军 吕

炎

参与创造人：李贵臣 奚胜伟 金小红
32.以服务城市幕墙公共安全为主线传承企业文化
创造单位：上海玻机智能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陈宗来 田学勤
参与创造人：徐

桦 陈庆丰 刘新 康静华 周毅 邓承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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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以党建“五位一体”工程建设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中材株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韩战义 黎 晓
参与创造人：喻 娇 路丽君 邹志桦
34.以融合性文化助推企业创新发展
创造单位：中建材（合肥）粉体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虔虔 王志凌
参与创造人：熊焰来 王 庆 徐从战 陈代彦 许瑞康 胡俊亚
韩修铭 王 青 黄 磊 潘 静 高 霖
35.以文化人、以文兴企，泾阳公司企业文化的传承
创造单位：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芦国峰
36.共通共融，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德州中联大坝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孙勇
37.党建文化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
创造单位：江苏东浦管桩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颜成华 谭学立
参与创造人：颜井意 颜景凯 朱中玲 王强周 王晓军 王继强
徐建明 王胜全 杨娱乐 武翠萍 伏 涛 李 玲
38.以文化建设为魂、多元创新为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邯郸金隅太行商砼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郝志勇
参与创造人：武宠望 高自美 王进军 于义强 吴计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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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党建文化铸就软实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三和数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靳娟丽 王 敏
参与创造人：张 磊 王子宁 梁远志 朱利军 王涛
40.坚持新发展理念，赋能新北装力量，做好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
助力构建公司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创造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田 巍
参与创造人：赵乾宇
41.智能领航、精益求精，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创造单位：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詹义龙 何春燕
参与创造人：杨颖光 焦文科 韩邦
42.践行绿色文化发展理念，打造新型节能环保企业
创造单位：冀东水泥滦州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王俊星 曹庆杰
参与创造人：李丽萍 王宇扬 李怀世 张海英 董伟 朱其桢
43.积极探索“五美”工作机制
创造单位：厦门美益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谢宗周 王婷婷
参与创造人：刘 峰
44.建设人才管理企业、推动创新文化发展
创造单位：伊犁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盖永环 徐志强
参与创造人：袁康林 何小月 吴娜娜 牛婷婷
赵月娇 王远丽 冯 炜 焦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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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企业文化助推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唐山冀东水泥三友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张立华 赵 猛
参与创造人：王潞毅 刘永刚 张珍
46.以团队建设为核心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
创造单位：陕西煤化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郭 峰
参与创造人：陈绪东 童军辉 李雪宁 郝永静
47.以整合社会资源、培育优秀相关方为目的相关方安全管理模式
构建
创造单位：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于光民
参与创造人：李保明 赵 鹏 姜显峰 许宗良
孙海川 岳保镜 吕 鹏 胡国栋
48.以“火车头”精神打造建材产业绿色物流支撑
创造单位：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运输部
主要创造人：刘欣 齐晓辉
参与创造人：杨舜 闫 军 井春苓 成立新
孟华 王利源 李松川 任淑娟 刘媛
49.以文化建设助推企业发展
创造单位：云南滇东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杨鸿栋 杨璧瑜
50.企业文化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创造单位：毕节远大新型环保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潘超 袁怀德
参与创造人：王僮 李兴会 陆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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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五十载风雨兼程，南矿人的文化创新路
创造单位：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顺山 龚友良
参与创造人：杨正海 罗嗣河 文劲松 漆望平
52.依法治企、以德兴司，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创造单位：湖北中瓷万达陶瓷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丁志坚
53.以弘扬新时代革命和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持续发展新动力
创造单位：山西石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创造人：赵登霄 杜杰
54.初心，在脑海中铭记；力量，在党旗下凝聚
创造单位：山西卓越水泥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闵江宁
参与创造人：王为民 苗雷杰 申晓芳
55.“党建领航 文化启思”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创造单位：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孙艳春 涂万鹏
参与创造人：刘

婷

56.以科技创新为企业文化之根本
创造单位：福建省万豪石膏工业有限公司
主要创造人：李银吉 李泽浩
参与创造人：李永彬 李泽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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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2021 年度全国建材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
（排名不分先后）
白

彦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总裁

叶德林 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王志刚 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魏华山 娲石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林孝发 九牧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庆新 安徽铜陵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伯庐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
贾同春 泰山石膏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蔡金山 保定太行和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何新明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
郑

涛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韩保平 中共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委员会(金隅冀东水泥陕西区
党委)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巫升柱 厦门路桥翔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许

利 阳泉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严

桢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总裁

王效忠 寿光市润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钰锋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付

波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

鸿 南昌赣昌砂石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晓光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侯涤洋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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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俊 滁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于光民 青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总经理
冀亚琼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郑爱周 潍坊市宇虹防水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严生军 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洪军 北京金隅砂浆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段英南 中建投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

军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云奇 南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成 贵州三都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文飞 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兆弟 浙江兆弟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孝才 西藏建材交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忆红 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

波 成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蒋朝晖 酒钢（集团）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刘安富 厦门百城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焦

馗 邓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何

乾 广东金意陶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李宝友 东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谷瑞林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继东 中材萍乡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李继余 中建材通辽矽砂工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树清 大连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柳俊林 南阳中联卧龙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立华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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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印水 济宁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刘志刚 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马占海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宁

鹏 天津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牛晓明 河南省淅川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牛迎东 山东申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长江 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济师
兰溪诸葛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全必刚 湖南常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宝明 江苏横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闫海峰 台泥（辽宁）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国礼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安徽总队 党委书记、总队长
钱林弟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建军 临沂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德裕 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张国良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伯民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光武 北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孙

勇 德州中联大坝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叶

坤 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郭

峰 陕西煤化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

军 杭州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刘

峰 山东沃特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叶志会 威海中玻镀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超晖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立华 唐山冀东水泥三友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詹义龙 遵义赛德水泥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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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增彪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张新生 唐县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付

强 济宁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赵光豪 江门耀皮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乐彬 枣庄创新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

巍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张敬文 叶城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党先青 内蒙古亿利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张新策 焦作千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德存 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韩战义 中材株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郭

越 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赵守玉 晋城山水合聚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旗康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周亚茹 陕西富平生态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谢宗周 厦门美益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朱孔玉 临沂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池金果 安丘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经理
孙文丽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王正臣 泰山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辛

文 陇南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刚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 副总队长
张伯良 杭州泛亚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晓斌 泰安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丁志坚 湖北中瓷万达陶瓷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郝志勇 邯郸金隅太行商砼科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何小曲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纪检监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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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娟丽 三和数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
李春和 内蒙古伊东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贾宏伟 涞水京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肖吉祥 冀东水泥璧山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谭学立 江苏东浦管桩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刘让新 湖北远固新型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兴科 陕西东泽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顺山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玉华 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 董办主任
建华学院 院长
赵金秋 湖南湘北水泥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李忠义 山西铁力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华国 重庆聚融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潘

超 毕节远大新型环保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钱

静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苏翠萍 成都精准混凝土有限公司 董事长
涂万鹏 中油佳汇防水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周

海 赤峰鲁蒙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阳朝安 四川山鹏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副总裁
谢守冬 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丁林青 德州宝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群英 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吴

杰 山西建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黄丽丽 江苏润丰建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贾学飞 山东龙润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银吉 福建省万豪石膏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窦

霆 山东永正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葛贵友 昭通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陈燕美 江门市佳诚混凝土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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