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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行业
“新版本”
：
绿色 高端 高质量
本报记者 石岩

2018 年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风 雨 四 十 载 。
建材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相关财务
报表却是“半山阴雨半山晴”：一面是高质
量高效益捷报频传，一面是高成本低效益
度日如年。
企业效益“高与低”的强烈反差，凸显大
变革中的大分化，反映出的正是建材业要全
面转型为高质量高效益的优秀产业，必须直
面并破解四大问题：如何构建“强者主导、弱
者共生”的博大而强盛的产业？如何在“绿
水青山”中体现我们就是“金山银山”的价
值？如何打破传统建材的框框，在高精尖新
材料领域实现突破，开拓崭新的发展空间？
如何放眼全球市场再现辉煌“四十年”
？
在第二届中国建材行业经济论坛上，
与会嘉宾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代表们
在总结建材行业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改
革发展成果的同时，也确定了建材行业向
新型制造业的转型目标：绿色制造业、高端
制造业、高质量制造业。

绿之根：
建材业仍为“大国基石”
回顾风云际会的 40 年，中国建材业连
续跨越了“大家办建材”的短缺经济时期、
“引进再创新”的低成本国产化大扩张时期、
“优胜重组龙头出世”的由大变强时期和“转
型升级超越引领”
的供给侧改革时期。
40 年来的发展轨迹，不是简单的数量
快速叠加，全行业各个产业领域始终瞄准
“国际领先”的目标，不断地淘汰落后做优
做强。水泥业坚决淘汰立窑，独立自主地
发展新型干法，并逐步形成低成本高质量
的国际竞争力。直至今天国际水泥前五强
中，中国建材集团、安徽海螺集团、北京金

隅集团就占据了三席，国际水泥工程市场
70%的份额也被中国占领；玻璃行业从小平
拉到垂直引上到洛阳浮法，再到超白玻璃、
结构玻璃；建陶行业从白瓷片到通体砖到
抛光砖再到瓷抛砖；水泥制品行业从水泥
砌块到装配式预制件；涂料行业从乳胶漆
到纳米涂层；保温绝热行业从石棉到岩棉
到气凝胶；砖瓦行业从烧砖毁田的落魄到
砖雕工艺的复兴……中国建材业的跨越式
发展始终伴随着革新。
当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国
家强力推动的绿色发展战略。建材业作为
重化工业的一部分，在“绿水青山”中贡献
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传 统 建 材 业 的 特 征 就 是“ 矿 业 加 窑
业”，长期顶着高耗能高污染的帽子。今
天，建材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环
境保护产业。水泥、砖瓦、砂石、新型墙体
材料齐头并进，通过科技创新将堆积如山
的尾矿、粉煤灰、电石渣、建筑垃圾等废弃
物转化为绿色建材。
据了解，中国建材集团、金隅集团、华
新水泥、华润水泥等企业无害化技术手段，
早已消除了危害人民生活的危险废弃物、
城市污泥、垃圾飞灰；海螺集团、台泥集团
捕集水泥窑排放的二氧化碳，转化为食品
级和化妆品级工业原料；砂石行业、砖瓦行
业、墙材行业消纳了大量的尾矿、粉煤灰、
建筑垃圾，制造出优质建材。虽然建材业
协同处废被定义为“补充手段”，但建材业
补充的正是所有废弃物无害化处置和资源
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建材业为创建一
座座无垃圾公害城市构筑起坚强后盾。

创之魂：
建材业转战新征程
传统建材如何在高精尖新材料领域实

4. 远景无限，筹措民航
大数据中心未来发展

现突破，推动建材行业升级为高端制造业？
当下，建材行业身处万众创新的时代，
传统的供需关系正在被新需求和新供给的
互动变化所取代。曾经专注于拉制玻璃纤
维的科技精英，延伸走一步，创立了风能叶
片的王国，再跨界迈一步，成为国产碳纤维
新材料领域的翘楚；曾经只会做平板玻璃的
人们，聚焦全球技术资源，整合全球研发平
台，变身日照变能源的光伏玻璃泰斗；科技
创造奇迹，手机屏幕的超薄玻璃可以像纸张
一样卷起来；薄如蝉翼的无机膜可以滤除雾
霾微尘，可以制作智能感应的服装……建材
业向高新材料领域的突破成果累累。建材
业跨界突破高精尖新材料的技术壁垒，就可
借助全行业沉淀的巨量制造资源，形成规模
宏大的新兴产业。
当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由投资拉动换
挡为内需拉动，已经积累了人才、技术、资
金实力的中国建材企业，正沿着海螺水泥、
中材国际、北新建材、中国巨石的坚实足
迹，在五大洲投资兴业，成长为具有全球视
野的跨国公司。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行业
聚集的大量产能在全球范围重构供需关系，
或将继续做加法。中国建材业抓住“走出
去”的巨大商机，共同打造共享平台，大集团
带领众多中小企业“成群结队”地走出去。
据了解，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是一
座大型建材制造基地，他们的目标是为半
个非洲铺路架桥、造楼盖房。这个园区可
容纳建材行业各个门类的制造企业，形成
产品配套、利益传输的“走出去”价值链。
无力自己走出去的中小企业走进这个园
区，就像在自己家门口投资办厂一样风险
可控。
从企业“走出去”到行业“走出去”，未
来 40 年将开启一大批中国建材企业成长为
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的新纪元。

依循“构建大平台，汇聚大数据，开
展大服务”的发展路径，中国航信坚守
深化改革的使命责任，激发服务民航的
工作热忱，保持拥抱开放的积极心态，
不断孵育新的业务形态。随着国际航
协 753 号决议在 2018 年 6 月 1 日的正式
生效及民航局提出提升行李服务品质
的要求，中国航信着眼航空公司与机场
各自数据孤立、无法共享的痛点，着力
填补全国行李跟踪服务的业务空白，启
动针对全行业全流程的行李跟踪系统
建设，致力于完成能够基于统一标准规
范、行李物联网、大数据中心，为航空公
司、机场的创新型应用提供行李数据服
务，推广行李再确认系统，补充、丰富行
李位置数据，满足行业和旅客在行李数
据上的需求。并在民航局计划司、运输
司的指导下，拟定《物联网智能行李系
统建设方案书及机场端 RFID 行李系统
建设规范（稿）》，为下一步推进全国行
李信息系统建设提供支持。同时，在原
有离港系统旅客行李跟踪基础上，中国
航信完成了全国物联网智能行李系统
平台 1.0 的建设，在已实施本地行李信
息系统改造的机场案例中实现数据互
通共享，达到真正意义的全流程跟踪。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航信将依托民航
旅客订座、离港业务系统运营基础，推
进民航旅客全流程出行数据扩展，变中
求进、勇立潮头，为民航大数据中心的
未来发展贡献关键力量。
小小一纸机票，从有形变无形、从
繁琐变简捷，形式或者简约化，但蕴含
的信息却越发厚重集约。这是我们的
业务走过的路程，也是中国航信的发展
剪影。回望过去，正是改革开放的风潮
荡涤出行业的蝶变；展望未来，我们相
信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在不断的革新发
展与开放交互中迸发绽放。
（资料来源：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本报记者石岩整理）

兢业成就梦想，扬二环精神再铸辉煌
——中交一公局乌鲁木齐 G216 道路项目（东二环）第 WDRH-2 标项目部施工纪实
何仁清 陈玲 苏民

中交一公局集团承建的乌鲁木齐东二环
项目第二合同段，
路线起点位于乌鲁木齐东
山垃圾场南，终点位于连霍高速，主线全长
22.279 km。
乌鲁木齐东二环项目于2015年8月正式
开工。项目始终以
“大统筹、
大集中、
大经营，
确保局综合效益最大化”
为中心，
发挥总部的
整体优势，
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高度共享，
达到综合效益最大化；
对场站建设严格进行
优化设置、经济比选；
严格把控人员、设备进
场节奏；
高效处理好集中管理与施工效率，
以
劳动竞赛为契机，
在保证质量安全同时，
紧密
围绕年度目标推进施工生产。
为城市搭建支脉，
一桥飞架南北
如何为城市搭建起发展的支脉？全体参
建者的建造能力和统筹能力都面临着严峻考
验。项目施工沿线地下布设着众多位置不详
的管线、
光缆、
城市供暖、
供水、
供电及通信管
网，
军事管理区 5 处，
高压线 53 处，
导致没有
拆迁就没有作业面的局面。但二环人并没有
退缩，
按照征迁工作对现场影响的轻重缓急，
定人定责，
定时间节点，
逐个击破，
最终实现
以点带面，
先后解决了二道湾水库、
新疆大学
水池、
三十三小学、
亚欧通信光缆等多项制约
难点，
从而带动全线拆迁有序向前推进，
拆迁

瓶颈解决了，
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
他们就是这个任务的实践者，
是穿梭在
钢筋水泥间的中交匠人，
通过在一线的汗水
挥洒，
“二环巨龙”已在他们的双手下雏形初
现。他们正用心构建通途，
他们期待着东二
环道路项目通车的那一天！
把前进的号子吹响，
把奋斗的臂膀甩开
心有所求，
行方为之，
成功离不开方向的
指引。
坚持总部引领，
分部主动的总方针。项
目班子带领分部认真分析项目形势，
高度统
一思想，
统筹组织分工，
详细分解计划，
做到
了事情安排主要领导亲自抓、任务落实专人
管的良好态势，
形成上下联动、
横向竞争的好
氛围，
有效促进了生产。
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
东二环二标项目承
办了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自治区总工会联
合举办的“丝路交通杯 砥砺奋进 攻坚克难
践行新理念 建功十三五”
主题劳动竞赛活动
以来，
于 2018 年 8 月又承办了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发起的
“丝路交通杯”
主题劳动竞赛技术
大比武，
并取得了技术比武“一等奖”的好成
绩，
中交央企风采尽展无疑，
承担起
“建设者、
引导者、提高者”的重任，
吹响了向一个又一
个高峰攀登的号角。
新时代的
“夸父精神”
，
他们与时间赛跑
机器轰鸣、人影攒动。挖掘机、装载机、

自卸车等大型机器开足马力轮番作业，
这就
是东二环项目的施工现场，
他们正向目标迈
进。
当地有“乌鲁木齐只有夏冬，
没有春秋”
的说法，
几乎是一夜之间，
乌鲁木齐进入了极
端的酷寒天气，
在这极不利工程施工的情况
下，
他们没有退缩，
项目部统一思想，
发扬
“战
严寒、斗酷暑、与时赛跑”的精神，
数九寒天，
雪花飞舞，
经常可以看到施工人员以饱满的
热情坚守在施工第一线。
这就注定了东二环建设就是与时间赛跑
的过程！
“这条路是民众的需要，
是领导的信任，
也是自己热爱的工作。我们必须和时间赛
跑。
”
东二环项目负责人徐遵江说。沉重的担
子压在肩上，
势必催促大家不仅要跑起来，
更
要快起来！二环人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发
挥到了极致！现场热火朝天的气氛，
在冬日
里显得格外温暖……
硕果累累树丰碑，
继往开来铸辉煌
东二环项目自进场以来，
以标准化为引
领，全面运用互联网信息化施工现场管理，
坚持打造全疆标准化样板工程，
先后荣获新
疆
“丝路交通杯”
“
、工匠杯”
优胜单位，
全疆劳
动技能竞赛“组织奖”、全疆劳动技能竞赛
“30m 箱梁钢筋绑扎第一名”、全疆劳动技能
竞赛“试验检测第一名”
、全疆主题劳动竞赛

技术大比武“一等奖”、
“2017 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等诸多上级单位
赋予的荣誉，
并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又获得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颁发的“开发建设
新疆奖”，这是对东二环项目付出的努力和
成绩的再次认可，
也是中交一公局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授予此项殊荣的唯一项
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是的，
真诚的付
出和努力从来都不会被遗忘，
东二环二标项
目人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和热情在努力、去实
践，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赢取了一个个证明自
己能力的荣誉！
在后续的工程建设中，
东二环的建设者
们将继续用他们的臂膀扛起改善交通的大
旗，
一路且高歌、
且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