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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缓，岁序无言

2022年迎来收官时刻

这一年，北新建材以实干为桨

扬高质量发展风帆，实干兴企谱写新篇章

这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辉煌盛会为前行指明航向

北新产品闪耀冬奥赛场

助力“大国重器”太空巡航

这一年，公司管理架构升级

新战略稳步推进，全国质量奖再获权威认可

技术创新结硕果，品牌价值破新高

这一年，战疫情稳生产，援建战疫项目

爱心支教助学，温暖传递，彰显央企责任担当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让我们回眸 2022，铭记那些难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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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非矿防水院加入中建材苏州

防水研究院。北新防水推出民建系列新

产品，荣获第十三届金漆奖“杰出防水

涂料品牌”荣誉，连续三年荣获防水材

料影响力品牌。

北新涂料建立了中国涂料科学研究

院航空航天涂料研究中心和风电涂料研

究中心，推出新产品龙牌投影漆，布局

高端家居市场；北新灯塔助力神舟十四

号、十五号载人飞船，梦天实验舱，长

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高质量发展 
“一体两翼、全球布局”发展战略稳步推进

新阶段 
新一届领导班子接棒，机构设置调整，开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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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布局迈出坚实步

伐，第一阶段亚非欧全球布

局基本完成：克服境外疫情

等不利影响，坦桑尼亚基地

产销量达到设计产能，净利

润率达到国内成熟地区中上

水平。在疫情和海运双重压

力下，新建的东非最大石膏

板生产线顺利竣工并投产，

产品质量和性能领先同行。在泰国建设的东南亚最大石膏板基地发布签约

公告；在波黑与当地企业合作建设东欧最大石膏板生产基地。

北新建材持续聚焦石膏板业务，独家荣获“石膏产业

引领奖”。北新建材龙牌集团成立，迈入发展新阶段。朔

州北新 4000 万平方米石膏板生产线高效达产。泰山石膏荣

获“石膏行业优秀企业奖”“2022 年度中央企业集采供应

链优质供应商”，其自主研发的替代性木质阻燃板的革命

性材料石膏基阻燃板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泰山石膏宜昌公

司 5000 万平方米石膏板生产线已达产。

一体：

两翼： 全球布局：

质量制高点
顺利通过全国质量奖获奖三年后的确认评审，实力绽放“质”造荣光

北新建材顺利通过全国

质量奖获奖三年后的确认评

审，彰显北新建材在追求卓

越、提升产品品质、实现高

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

北新防水荣获“全国质量信

誉保障产品”荣誉；北新澳

泰荣获“全国质量检验稳定

合格产品”“天津市质量攻

关优秀成果一等奖”。

北新建材获评工信部“工

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首次获得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授

予的“绿色领跑企业”称号，

北新建材石膏板厂和防水材料

厂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北新建材完成“两委”

换届和董事会、经理层换

届，新一届领导班子接棒前

行。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

议案》，同意对公司内部管

理机构设置情况进行调整。

调整后下设板块公司包括：

北新建材龙牌公司、泰山石

膏有限公司、梦牌新材料

有限公司、北新防水有限

公司、北新涂料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国际公司、中建材

创新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材苏州防水研究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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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发布 2022 年《中国 500 最具

价值品牌》《亚洲品牌 500 强》排

行榜，北新建材品牌价值达 908.72
亿元，再次蝉联亚洲建材品牌三强，

荣获“中国绿色生态十大影响力品

牌”。

北新防水和北新涂料共斩获

2022 年度防水及涂料行业影响力品

牌 8 项大奖。

北新建材以高品质、绿色化及

完善的系统解决方案全面服务于北

京冬奥会三大赛区共 26 个奥运场馆

及配套项目，提供了石膏板约 300
万平方米、轻钢龙骨约 4000 吨、矿

棉板约 10 万平方米、岩棉 1200 吨，

无机环保涂料近 100 吨。

6 月 7 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

工信部等六部门

全面推进 2022 年

绿色建材下乡活

动。北新建材作为

该活动石膏板和

防水材料独家战

略合作伙伴签署

协议，旗下龙牌石

膏板、泰山石膏板、

北新防水材料、龙

牌涂料等多项产

品均入围名录，展

现了北新建材在

绿色建材制造方

面的硬实力和作为央企助力乡村振兴

的责任和担当。

全面深入推进营销 2.0 升级，与

中建、中铁建工、北京建工地产、

凯盛科技、中材国际、中建材信息

等国企央企，以及房地产公司、装

饰公司等建筑总包等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开展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全面深入推进营销 2.0 升级，与

中建、中铁建工、北京建工地产、

凯盛科技、中材国际、中建材信息

等国企央企，以及房地产公司、装

饰公司等建筑总包等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开展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组建专业化的电商零售团队。

北新涂料“双 11”直播带货，打造

新时代互联网和移动电商营销的新

模式。

北新建材技术创新工作继续引领行业制高点。北新

建材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复评，获得

良好评价。北新建材院士专家工作站获评 2022 年北京

市优秀院士专家工作站。

北新建材成功揭榜第二批全国建材行业重大科技

攻关“揭榜挂帅”项目“零员工”和“零化石能源”示

范工厂两个方向的榜单任务，成功揭榜中国建材集团 
“高性能石膏基材料低碳、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申请专利 7232 件，

授权总量 5501 件，总有效专利 4628 件；申请国际专

利 124 件，其中授权 22 件，专利数量在全国建材工业

企业中遥遥领先。

品牌建设
品牌价值908.72亿元再创新高，服务北京冬奥会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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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北新建材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复评，成功揭榜挂帅行业和集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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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建材围绕喜迎、

学习、宣传、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高质量开

展党建学习和活动，第一

时间掀起学习热潮，多种

形式推动二十大精神直达

基层、直通一线、走进群

众。北新建材党委中心组

专题研讨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级次党组织召开专

题学习会，开展系列专题

党课活动，组织参加中国

建材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和

“二十大精神”大讲堂，

参加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国资国企系统宣讲报

告会，参加国资委举办的

网络培训班，组织参观“奋

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实现学习宣贯的多层次、

全覆盖。

北新建材各党支部开

展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

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

7 月 8 日，中国共产

党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京

隆重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北新建材第二届党委工

作报告、纪委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北

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委员会、纪律检查

委员会。

在北新建材党委号召

下，全级次企业进一步贯

彻落实“颗粒归仓”廉洁

文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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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文化

党建引领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北新建材第三次党代会成功召开

2022 年，面对疫情，北新

建材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

参与到疫情防控中，全力以赴

驰援各地抗疫项目建设，爱心

捐助物资，参与志愿服务，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北新

力量。据统计，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北新建材驰援抗

疫医院、隔离点建设涉及 11 省

（直辖市、特区），逾 120 家。

北新建材公益捐赠北京市

朝阳区实验小学博约分校，并

对学校整体环境进行了历时一

个月的改造，为师生们提供了

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美丽的

学习环境。北新建材支教团队

走进大山，支教云南昭通溪洛

渡小学，播撒知识，传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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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使命
援建抗疫项目，爱心支教助学，温暖传递，彰显央企担当

改造后的北京改造后的北京

市朝阳区实验市朝阳区实验

小学博约分校小学博约分校

焕然一新焕然一新

◀

北新建材支教北新建材支教

团队走进云南团队走进云南

昭通溪洛渡小昭通溪洛渡小

学，爱心支教学，爱心支教

◀

▲▲ 北新建材各党支部开展丰富的党建活动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北新建材各党支部开展丰富的党建活动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

▼▼ 北新建材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北新建材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