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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前言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国际”、“公

司”）是国资委所属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为水泥技术装备和工程业。作为全球最大的水泥工程系统集成服务

商之一，公司在为业主和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推动行

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民族工业走向国际市场。作为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公司以“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国际化工程公司”为发展战略，

以“持续解读顾客需求，持续创造公司价值”、以“扩大优势、开拓

市场、走向世界”为经营理念和战略目标,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股东创造效益。作为企业公民和社会公民，

公司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能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扶贫助困，捐资助学，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结合全球社会的发展实际，公司 200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重点围绕

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积极履行公司责任，与社会共成长; 持续推动技

术创新，与产业共成长;稳健发展主营业务，与股东共成长; 持续解读

业主需求，与客户共成长; 持续推进队伍建设，与员工共成长。 

     一、积极履行公司责任，与社会共成长 

     在公司业绩不断增长，为股东不断创造财富的同时，坚持为社会

做贡献的原则，2009年公司上缴利税 119,680万元，同比增长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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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员工总数 9491人，同比增长 6.02%，工资总额 58,249.91万元，

同比增长 42.23%。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为 3.1元，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价值。 

1. 捐款和慈善事业 

  企业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也应回馈于社会。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

水泥工程龙头企业，我们在保持企业良好发展的同时，义不容辞地投

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为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贡献力量。2009年，公司

共向社会捐款逾 70万元。其中响应江苏省“送温暖、献爱心”社会捐

助活动，为困难群众捐助 5万元；对社会慈善捐助 10.5万元；捐助教

育基金、希望小学共计 40万元。向尼日利亚当地交会捐助 200万奈拉

（约合人民币 9.2万元），用于新建教堂。向台湾“莫拉克”台风灾

区募捐 54400元。 

2. 对所在社区的保护及支持 

    公司坚持与地方政府和社区的沟通联系制度，积极参加社区的治

安联防、治安巡逻执勤、综合治理等支持社区治安管理，并与地方政

府签订了 2009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安全生产目标管

理责任书》，及时完成地方政府和社区安排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公司被评为 2009年执行《国有企业治安保卫暂行规定》先进集体。积

极响应社区组织的向社区贫困人员、家庭捐款、捐物献爱心活动。与

社区长期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相互理解、互相支持，相互融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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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充，建立起相互和谐的社区关系，为社区的和谐、稳定做出了企

业应有的贡献。 

3. 防止并减少污染环境及节能减排 

    节约资源、杜绝浪费、保护环境、维护生态，作为一种个人美德、

作为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优良的社会观念，需要大力提倡。

公司致力于在所有业务活动中，在环境事务方面身先表率，公司战略、

政策和方针都做出了相关规定，支持公司成为环保先锋。   

    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及节能减排工作，始终将减少污染环境及节能

减排要求贯穿于工程设计、研发、设备选择、施工、安全、调试、装

备制造等各业务环节中，严格做到主体工程与环保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运。 

    公司重点从以下方面采取节能减排措施:  

  一是加大科技投入，推进水泥工艺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优化水泥工厂的设计和技术装备。通过开发第四代篦冷机、立磨设备，

使新设计的水泥工厂能耗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实现水泥行业节

能 20％的目标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是紧扣国家循环经济和节能利废产业政策，继续开展和完善、

全干法电石渣制水泥、城市垃圾焚烧、污泥处理、采用低品位原料节

约资源的技术等应用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工作，推动水泥窑处理废弃物

技术等技术创新与市场的融合。积极参与水泥行业编制水泥窑处置废

物技术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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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突出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做好总承包项目和装备制造的节能

减排工作。总承包项目根据国家或项目所在国的环保政策、标准，对

电耗、煤耗（油耗）、各收尘点的粉尘排放浓度、生产及生活污水的

排放等节能减排指标，都做出十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 

  四是大力采用节能新技术，强化重点耗能部门和总包项目部的节

能管理。加强施工管理，进一步降低大宗物资、设备消耗，减少钢材、

水泥、水、电等资源及能源的消耗量。对照明、空调、计算机等办公

设施进行科学管理，淘汰落后的耗能设备，改造烧水锅炉，减少热量

损失。对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加强可回收资源的管理。 

  五是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营造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同时加大节

能降耗监督检查力度。 

4. 保护水资源及能源 

  在生产过程中，公司积极保护生态环境，高度重视对水资源及能

源的有效利用及保护，特别加强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工作，同时加强

对资源及能源的保护工作，在 2009年全年未发生过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及能源浪费现象，促进了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总承包项目建设

中，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水土保持方案，尽量减少开挖

方量、做到挖填平衡、尽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力争无害排放等措

施，对开挖后闲置的工作面适时采取土地复垦、种树、种草等植被恢

复措施，有效地保护了施工现场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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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设计方,针对水泥生产用水量 90%以上的设备冷却水，采用压

力回流循环水系统，并充分利用循环管道的余压，大大节约了水量及

能量。其中，循环水利用率达到 96%以上。生产废水采用中水回收系

统，将生产废水处理后供生料磨喷水、余热发电系统循环补充水及绿

化使用，实现废污水的零排放。 

5. 工程管理方面减少废物排放、能源消耗，避免浪费 

  随着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不断扩展，公司在力争做好项目的同时，

也主动有意识的去加强对施工环节中产生的各种环保因素的控制，尽

量减少因项目的实施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和损失，防止

由于施工造成的作业污染和扰民，保障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和附近居民

的身体健康。 

   （1）总承包项目 

    土建安装过程中的废物处理：对建安过程中的废物----如废钢铁、

废电缆电线等报废的施工材料，都采取收集、回收或综合利用的措施

进行处置。 

    在总包项目建设中，严格遵循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原则。在项目安装调试完成后，

均根据总包合同的规定进行了相关污水处理，除尘装置等环保设施的

通过性能考核。 

  （2）装备制造 



6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主要有金属切屑、钢材边角余料、废机

油。 

  对机械加工产生的切屑、钢材边角余料按材料牌号分类存放，特

别对有色金属切屑实行计重回收。对不能回收做产品的费料则直接卖

给废旧物料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处理利用。 

  对可再利用的废机油实行过滤沉淀处理后作为机械加工冷却润滑

液进行回用。对企业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油料，则卖给废旧物料回收

公司进行回收。 

   （3）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去向 

    公司在总承包项目建设和装备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有：

废水、废气、噪声、废渣、粉尘等,办公大楼主要是生活污水。针对各

种主要污染物的特点，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或处理，做到无

害排放。2009年，我公司无排放投诉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二、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共成长 

  1、持续的科研开发，推动产业技术进步 

  水泥工业的节能降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水

泥工程技术与装备研发是我公司核心优势，2009年，公司共开展研发

项目 60余项，其中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重大技术装备研发项目，重大

产业技术开发项目、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火炬计划项目和自主创新项

目 10项，获国家及各级政府科研项目资金支持约 2000万元，科技投

入占公司收入的比重为 3.61%，项目内容涉及新型干法水泥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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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节能减排技术与装备开发、水泥工业相关技术标准制订、创新

体系与创新平台建设的诸多方面，科技创新成效显著。2009年通过省

部级鉴定成果 4项；申请专利 30项，其中发明专利 8项，取得专利授

权 10项，共获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 7项。 

  公司为主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节能减

排技术与装备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其 5000t/d示范生产线在河北燕

赵水泥公司投入运行，单位熟料生产能耗比国家标准降低 5%。5000t/d

水泥生产线配套大型生料磨经 7000小时运行考验，达到设计指标，并

通过行业鉴定；大型水泥用辊式磨已在越南工程项目投产，新型固定

篦床步进式冷却机优化改进已完成；公司设计开发的国内最大规模利

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污泥工程项目——广州越堡水泥公司处置

6000t/d污泥项目、北京水泥厂处置 5000t/d污泥项目相继投产； 100%

利用电石渣替代石灰质原料生产水泥 2000t/d项目即将投产，用于矿

渣粉磨的辊式磨完成大型化、系列化开发，辊压机原料终粉磨系统、

垃圾预处理破碎筛分设备、高效污泥烘干机等开发项目均阶段性进展。 

  2、减少水泥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节约能源、资源是国家发展经济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公司在工

程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贯彻节约与合理利用能源的指导思想，采取行之

有效的节能措施，确保各项目的主要能耗指标均满足《水泥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07）和《水泥工厂节能设计规范》

（GB50443-200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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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 

  推广采用第四代篦式冷却机，热回收效率高，单位熟料冷却风量

较低。生料制备选用烘干能力强、系统简单的立式磨，粉磨效率可达

到 60%，节电效果显著。水泥制成采用联合闭路粉磨系统，每吨水泥

可节约粉磨电耗～8kWh，年节电量约 640.42万 kWh。 

  （2）合理利用热能 

  设置余热锅炉，利用窑尾、窑头的废气余热进行发电，窑尾出锅

炉气体温度约 200℃，可用于烘干原料，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增

湿塔的喷水量。余热发电机装置每年所提供的电量，可满足水泥生产

线 38%左右的用电需要。搞好热风管道和热工设备的保温，采用优质

的耐火绝热保温材料，合理设计绝热保温层，减少热工设备表面散热

损失，起到了降低热耗的作用。 

（3） 建筑节能 

   尽量采用有利于建筑节能的建筑体型和围护构造；在满足使用功能

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门窗面积；当基本构造做法不足以满足建筑节能的

要求时，根据当地情况，选用适当的保温隔热措施加以补充。 

（4） 优化矿山开采 

    实现矿石搭配开采，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矿山形成最终边坡和

最终安全平台后，及时进行植树、种草、回填复垦，恢复生态环境，

吸收人类活动排放的 CO2，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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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的科技进步,使中国的水泥工程技术置身于国际水平的行

列，其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三、稳健发展主营业务，与股东共成长 

     1. 企业经营业绩稳健发展 

  2009年公司在国际市场疲软、风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全面完成

了 2009年经营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80.05亿元,同比增长 27.76%,实

现利润总额 10.76 亿元,同比增长 69.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7.44亿元,同比增长 143.34%。 

  2009年新签合同额 202亿元，基本完成了年初的目标。国内以工

程设计带动的市场份额约 60%，国际市场份额为 36%，继续保持龙头企

业的地位。 

    2.为股东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 

    为股东提供符合社会责任的价值最大化是公司的基本责任。公司

注重股东长期利益，坚持创新，勇于国际化，以出色的业绩向股东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公司坚持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原则，坚持现金分

红的政策，自 2005年上市以来，公司累计分红总额达到 5.54亿元，

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总额的 50.28%。 

    作为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公司在经营中为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

回报的同时，及时准确披露经营状况和重大事项信息，为投资者及时

掌握公司情况提供依据。建立了相关制度，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

和联系，树立良好正面的市场形象。2009年，公司深化公司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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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公司治理文化建设，按照持续改进计划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修订和建立相关制度，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得到

进一步健全，切实提高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规范运作水平。公司在资

本市场的品牌也得到广泛认可，2009年公司荣获“2009中国上市公司

市值管理百佳”、“2009 全球最具成长性华商上市公司”、“ 中国

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十佳董事会”、“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

司百强金牛奖”等荣誉称号，进一步树立了中材国际的资本市场形象。 

  3. 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国资

委发布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等文件要求，聘请了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为咨询公司，从公司层面、财务管控层面和业务层面三个流程

在母公司范围内全面分析和评估公司现有的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梳

理了现有流程的内部控制措施，经过风险评估、内控梳理、有效性测

试、缺陷评估以及重大风险应对等程序，形成了公司《内控手册》和

《内控制度》，并且按照上交所要求公开披露内控自我评估报告。 

     4. 工程管理创新发展 

  管理创新是整个工程管理的灵魂。通过工程项目的实施发现、造

就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以不断充实、更新企业各级管理层；通过项目的

实施为企业开拓市场,使项目部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前沿阵地；通过项

目的实施不断熟悉了解市场,为企业的改革创新提供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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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公司对母公司 EPC总承包业务进行优化和整合，进一步

提升了管理水平，在观念、项目组织机构以及管理方式上持续创新，

制度和流程得到进一步规范，项目履约能力进一步提高。 

    四、持续解读业主需求，与客户共成长 

    公司坚持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工程服务，工程师们深入用户现场，

了解用户需求，与用户一同探讨解决方案。公司提供的产品也得到了

顾客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誉，下表为部分获奖项目： 

沙特阿拉伯南方水泥公司（SPCC）50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

程 
设计建设项目荣获建材行业

第十四次优秀工程设计奖一

等奖 
沙特利雅得水泥公司（RCC）5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利用三废生产熟料工程 

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水泥熟料生产线工程 

设计项目荣获建材行业第十

四次优秀工程设计奖二等奖 

河南省大地水泥有限公司 50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工程 

广东塔牌集团有限公司惠州龙门分公司 2×4500t/d 熟料水泥

生产线工程 

芜湖海螺水泥有限公司三期 2×120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项

目申请报告 
咨询成果获建材行业（部级）

第八次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

一等奖 
全椒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4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项目申请报告 

怀宁上峰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申请

报告 咨询成果获建材行业第八次

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二等奖 北川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48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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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公司 10个海外项目获得最终或临时验收证书，7个海外

重点项目顺利投产，从数量上创历史之最，公司履约能力和品牌影响

力进一步增强，验收证书的获得，不仅是业主对公司服务的认可，也

是公司持续解读业主需求的最高奖励。 

五、 持续推进队伍建设，与员工共成长 

    1. 员工培训及员工队伍建设 

   （1）为社会直接或间接提供超过一万个就业机会 

  2009年在全球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2009年，中材国际未进行

裁员行动；共招聘了 751名员工，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527名；间接

为超过 11500名农民工提供了海外工作机会，这些人员在中材国际中

东、非洲及亚洲等地区的项目上从事着有一定技能的工作。 

（2）为员工建立适合的职业生涯发展计划 

  公司建立了管理及技术的双通道职位序列。员工在经过几年的工

作经历后，可以选择与专业技术不相关的管理岗位，也可以从事项目

设计、项目管理、市场开拓等岗位。在双通道序列上，员工凭借自身

的能力和追求，获得职位上的提升。 

    （3） 员工薪酬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2009年根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

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要求，遵循低收入者高增长的原则，适当

调整了员工的基本薪酬水平，增幅平均达到 10-20%。普通岗位员工的

工资增幅较大，实实在在提高了员工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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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计划 

    公司为近万名员工提供了完善的福利保障，覆盖率达到 100%。为

员工购买了养老、医疗、补充医疗、工伤、失业、团体意外伤害等各

项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为海外项目执行人员提供工程施工险；为出

差频繁员工提供航空车船险；为所有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为大多

数员工，特别是新入职的应届毕业提供住房补贴或职工宿舍。每年还

组织员工进行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 

    （5） 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关心员工生活，构建和谐企业文化 

  努力构建和谐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活

动。2009年组织了各种春游，秋游，春节游艺晚会及年会等活动；开

展了为庆祝祖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歌唱比赛，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电影，

组织各种书画展览、图片展；在“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开

展各种专业技术竞赛等活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公司领导在十一、国庆及春节前往国内、

外项目现场进行慰问，走访因工作不能回家探亲的员工家属，送去节

日的礼品和祝福；中秋佳节举办单身员工座谈会、晚宴；定期走访离、

退休人员，每年春节组织离、退休人员举行集体联欢等活动。 

  2. 对员工健康及安全的保护 

  2009年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安全第一、以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以“安全生产管理流程再造”为中心，全面推进安全生产体

系建设和实施。通过响应国家质量安全月等一系列活动及公司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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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针对国际国内安全生产形势的防恐怖袭击、防范高空坠落、物体

打击、起重安全等的专项治理活动。激活并检验了公司正在开展的“安

全生产管理流程再造”体系，使得公司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体系、日

常检查监管体系、安全生产投入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组织体系、危

险源管理体系、责任体系、目标管理体系、信息管理体系等一整套规

范化安全管理体系得到了由体系建立到实施全过程的检验。进一步提

高了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公司安全生产投入同比增加 30%. 

  2009年，母公司及所属单位，全部通过了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公司严格按照体系程序管理职业健康工作，无一例职业病发生。 

    结论 

我们深知，追求卓越和长青的企业，必定胸怀远大理想并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企业追求持续发展的目标永无止境，企业的社会责任也

永伴终生。我们同时也深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造就了我们

必须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机遇。公司将不懈追求，持续改进，使自己

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切实的

行动，发展自身，造福各方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