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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建材 2023 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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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下午，北新建材

2023 年工作会议在北新建材总

部召开。中国建材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李新华，中国建

材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中国建材股份党委副书记、总

裁魏如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北

新建材党委书记、董事长尹自

波作了题为《优方式、调结构、

促转变、防风险 凝心聚力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的工作报告。会议由北新建材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管理主持。

大会发布了北新建材 2022 年度

“红色标杆企业”“六星标杆

企业”“北新英雄榜”，并为

获奖的先进单位、个人和项目

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中国

建材股份党委委员、副总裁蔡

国斌，中国建材股份投资发展

部总经理司艳杰，北新建材在

京高管、部分中层干部以及员

工代表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

级次企业通过视频会议及直播

平台参加了会议。

尹自波在报告中全面回顾

了北新建材 2022 年的工作成

绩，分析了问题和形势，部署

了 2023 年 重 点 工 作。2022 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营环境，北

新建材克服和化解疫情反复、

需求低迷、成本高企等困难，

扎实推进经营管理、科技创新、

深化改革、党的建设等各项工

作，经营和管理质量进一步提

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主营业务保持稳健。石膏

板、轻钢龙骨业务跑赢大市、

跑赢同行，继续高质量发挥北

新建材“压舱石”“顶梁柱”

作用。防水业务在全行业陷入

前所未有的困境、多家前十的

防水企业陷入困局的环境下，

规模、质量、效益取得均衡。

涂料业务聚焦做专做精，服务

保障祖国航天事业及国家重点

工程，突破行业寒冬实现逆势

增长。坦桑北新各项指标大幅

增长，北新建材国际化首站保

持高质量成长。

优方式，赋能高质量经营

内驱力。进一步优化渠道定位、

经营策略、管理方式，优化完

善理财节税政策、优化治理和

激励机制。加速主业产品向消

费类建材转型，全年家装零售

销量同比增长 30.41%、县乡销

量同比增长 19.1%。全级次共

57 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占比 48%。有效落实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北新建材持续完

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入选“国资委国企改革

公司治理典型案例”。

调结构，打造高质量管理

源动力。调整组织和人员结构。

完成总部“三定”方案，新组

建龙牌公司，设立四个专项协

同小组；坚持“三个聚焦”，

搭建“三层管理”架构，明确“三

个中心”定位，实现管控上移、

业务下移、业务归核化和专业

化，实现要素驱动向模式驱动

转变。调整产品结构，推进“石

膏板 +”业务，加大新产品开

发和市场宣传力度，以“渠道

+ 工程”双轮驱动拓展市场，

全年“石膏板 +”产品稳健发

展。调整营销结构，打造营销

2.0 升级版，加强“龙牌、泰山、

梦牌”的品牌联动和“双金字

塔 + 护城河”的全面覆盖。调

整资产结构，优化资产质量，

狠抓压减工作，层层压实主体

责任。

促转变，提升高质量发展

竞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变，

加强创新研发，有效发明专利

从 17% 提升到 20%，专利由数

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获评工信

部“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获得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授予的“绿色领跑企业”。促

进信息化、数字化转变，加快

智能制造，打造 5 个基地数字

化“灯塔工厂”试点工作，构

建全链路架构，推进总部对基

地运行状况的可管、可视。促

进高端化转变，以标准引领高

端化，参与制修订的标准共发

布 84 项。促进国际化转变，坦

桑北新高质量经营提升了北新

建材国际化的信心。

防风险，强化高质量发展

执行力。做实“大监督”体系，

统筹抓好企业安全生产、生态

环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经

营业务在依法合规基础上稳步

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筑牢高质

量发展“根”和“魂”。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抓学习、强素质，提升强根铸

魂“政治力”。抓班子、强队伍，

增强干事创业“领导力”。抓

基础、强品牌，强化强基固本

“组织力”。抓纪律、强作风，

夯实清正廉洁“约束力”。抓

群团、强宣传，凝聚和谐奋进“向

心力”。

报告用“坚持、变革、融

合、实干”四个关键词概括

2022 年的工作，提出了北新建

材 2023 年的工作思路和“一

增一稳四提升”的经营目标，

部署了七项重点工作：一是聚

焦市场，围绕品牌、渠道、服

务提升竞争力，加大力度向消

费类建材转型，实现向市场要

效益。二是全力压实“增节降”，

精益精细提升成本竞争力，实

现向管理要效益。三是聚焦战

略落地，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发展迈上新台阶。四是坚持创

新驱动，持续加快智能化、数

字化转型步伐，实现向数字化、

绿色化要效益。五是深化国企

改革，切实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动力，实现向改革要效益。六

是进一步强化卓越绩效管理体

系建设，统筹做好安全、环保、

质量等工作。七是提升党建质

量，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魏如山在讲话中对北新建

材 2022 年取得的不俗成绩表

示肯定，对标杆企业和优秀先

进单位及个人表示祝贺。他表

示，北新建材克服困难，在净

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

研发投入强度、资产负债率四

个指标方面处在集团和股份公

司优秀水平之列，非常值得肯

定。

魏如山从六个方面总结了

北新建材 2022 年的工作亮点：

一是抓市场“活”，坚持“价本利”

经营理念，实现了价格上涨全

面覆盖成本上涨。二是抓管理

“细”，“增节降”工作贯彻

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全年成

本节约金额非常亮眼。三是抓

发展“稳”。“石膏板 +”业务

稳中向好，防水业务积极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涂料业务

聚焦“专精特新”，不断优化

产品结构。四是抓技术“深”，

深入落实“双碳”目标，成为

全国建材行业最大生物质替代

原料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不断

提升，揭榜挂帅项目取得阶段

性成果。五是抓政策“实”，

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

财政补贴。六是抓合规“实”，

强化合规管理，做实“大监督”

体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对于北新建材 2023 年的工

作，魏如山表示，要从五个方

面落实具体工作：第一，在协

同融合上继续下工夫，以系统

的观念谋划好石膏板、防水材

料、涂料各板块内部的协同融

合。第二，在做好增量上下工

夫。巩固石膏板优势地位；做

优防水业务，做精建筑涂料，

做专工业涂料；在国际化项目

上有所突破。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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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第三，在强化创新上下工夫，

提高对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技术的

投入，提高技术创新的含金量。第四，

在投资管理上下工夫，优化投资模型，

降低投资偏离度。第五，在深化改革上

下工夫，创造可复制的经验，用足用好

集团改革工具箱，成为集团改革领域的

排头兵。此外，继续做好党建、纪检、

人才队伍和思想文化建设等工作。

李新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新建

材在经营发展、改革深化、创新升级、

质量管理、党建文化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他表示，北新建材在 2022 年面对建材行

业大势低迷，全力夯实“一毛钱”成本

计划，推动石膏板产品向消费类建材转

型，坚持立体式饱和营销、落实“双碳”

战略等措施，落地见效，实现了产品涨

价覆盖成本上涨，真正跑赢了大市，跑

赢了同行，保持了高质量经营。

针对北新建材如何开展 2023 年工

作，李新华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

坚持“提高竞争力，培育成长性，大力

度压减”。品牌、品质、销售、渠道多

维度为产品赋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

力；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主导产业

的成长性；做好减法题，积极推动各类

资源要素向优势业务集中，减出血点，

减风险点，减低效、无效资产。

二是深刻认识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经

营指标体系的优化调整，充分把握“一

利五率”任务，着力提升效率效益，全

力推进北新建材各项重点工作。

三是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

力创新驱动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上

积攒后发优势；在研发上做好出题人，

加大科研投入与关键技术攻关，加强高

端产品研发和替代产品研发，提供一站

式全系统解决方案。科技创新要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面向集团和公司主导产

业；要心怀“国之大者”，打造“国之

大材”，服务大国重器。

四是聚焦主责主业，推进“一体两翼、

全球布局”战略落实落地。在石膏板方面，

进一步加强龙牌、泰山、梦牌的协同融合，

积极探索三者在研发、标准制定、采购、

市场等方面更好的协同合作方式。防水材

料和涂料业务积极对标先进，优化结构，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核心竞争力。加

大国际化战略实施力度，聚焦资源、精耕

细作，深耕市场，积极尝试“抱团出海”，

参与全球竞争。

希望北新建材能够出经验，出标准，

出人才，努力成为中国建材打造世界一流

企业的突击队，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材料产业投资集团努力奋斗。

临近春节，李新华提醒，要力戒放

松情绪，对安全生产再检查、再强调，

同时动态做好防疫管控和防疫物资储备，

做好员工健康关怀。春节也是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易发和高发期，请大家提

高认识，保持警惕，过一个既充满人情

关怀又能保持风清气正的新年。

为更好的总结经验、分享成果，力

争实现更大发展，会议安排北新建材龙

牌公司总经理邱洪，北新建材副总经理、

泰山石膏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任利，北新涂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燕分

别代表龙牌集团、泰山石膏、北新涂料

进行交流发言。

历史的画卷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

代的华章在接续奋斗里书写。新的一年，

北新建材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建材股份的要

求，勇敢筑梦不忘来时路，奋勇前行走

好脚下路，携手并肩逐梦未来路，为实

现更好的北新、成为更幸福的北新人不

懈努力！           文 / 党群工作部  刘淑玮

北新建材 2023 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镇江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广安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枣庄分公司 故城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红色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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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同春  王秀贞   张羽飞

北新建材（嘉兴）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四川）有限公司

新乡北新建材有限公司井冈山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南通）有限公司 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泰山石膏有限公司一分厂

北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聊城）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六星标杆企业

最佳北新人最佳区域公司

2022 年度北新英雄榜

龙牌公司浙江公司

梦牌新材料有限公司

龙牌公司西北公司

泰山石膏浙江区域公司

泰山石膏四川区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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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膏湖北宜昌项目

全国质量奖复评项目

国际公司坦桑新建项目

全级次公司司库建设项目

降本增效专项奖
（颗粒归仓助力降本增效）

最佳营销

最佳项目

2022 年度北新英雄榜

镇江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江阴）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昆明）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河南）有限公司

泰山石膏（江西）有限公司

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工业（坦桑尼亚）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枣庄分公司

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

广安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梦牌新材料（宁国）有限公司

国际公司坦桑北新

北新涂料龙牌涂料

北新防水北京营销中心

梦牌新材料皖赣运营区

龙牌公司宁波大区

泰山石膏西北区域公司

龙牌公司苏中大区

北新防水深圳工务署事业部

北新涂料灯塔军品漆业务部

梦牌新材料浙江运营区

泰山石膏苏沪区域公司

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投资发展部

龙牌公司综合管理部

泰山石膏办公室

北新防水精益生产部

财务部

运营管理部

龙牌公司采购部

泰山石膏供应部

最佳业绩进步

最佳职能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