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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泥工业
来说，2015年是一个
比较糟糕的年份，全
球水泥第一次出现
2%的负增长，中国出
现了自 1989 年以来
又一次的负增长，下
降了 5%；受中国下
降的影响，全球水泥
出现了首次负增长。
（如果不包括中国，
全球水泥还是增长
1%）。中国（水泥）的
体量太大了，几乎占
全球水泥的 60%以
上。由于 2015年中国
水泥产量的下降，中
国在全球水泥中的
比重已经开始低于
60%，进入长期下行
通道。

进入 2016 年，
年初表现不好，随后
全球水泥需求已开
始显现出一个令人
印象深刻的复苏态
势。2016 年 4 月以
来，中国开始恢复增
长，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和全球加速基础
设施投入。我们预计
2017 年全球水泥需
求增长会伴随经济
复苏增加 2-2.5%。新
兴市场正疲于应对
产能过剩，且很快就
需要承担上游或环
境转移的更高的能
源与环保成本，水泥
不断涨价也是大趋
势。2017年，成熟市
场将持续复苏，但正
面临着政治上的不
确定性。
2016-2017 年中国
与全球水泥市场预
测

2016年，水泥消
费开始复苏。预计全
球水泥需求会增长
约 2%。中国市场开
始复苏性反弹，这是
由于政府加大公共
投入导致的，并由此
拉动财产价格。政府
的政策有利于对水
泥需求的增长。

海运贸易市场
还没有克服其下降
的态势。供需不平衡
状况在 2016 年一直
在加大。美国和孟加
拉的较高进口需求
不足以抵消供应的
增长。2016年，出口
价格已经平均下降
了$6/t；2017 年的前
景也不是太乐观。
（本文节选自中国硅酸
盐学会工程技术分会秘
书长崔源声在“2016中

国水泥技术年会”上的

报告。）

夯基筑魂 诚行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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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
水泥概况及
2017年全球
水泥展望

关于旅行关于梦想
文 /金龙混凝土 陈 文

新年，悄悄的走过 文 /东营国昌金龙 谢京社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恍惚间，已经作别 2016，崭新的一年如期
而至。

从儿时的朦胧记忆到现在的而立之
年，过年总有一种难舍的情怀，盼望着，期
待着，守望着。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仿佛看
到了时间的流逝，仿佛听到了过去脚步的
声音，可是我知道，那些逝去的美好值得
我去铭记，那些曾经的不愉快，我该忘记
并且从中吸取教训，然后载着乐观去迎接
新的一年。

新年，悄悄地走过，伴着这个时节的
瑞雪，伴着街上昏暗的灯光，伴着雪地里
留下的一排排脚印。我在等待新年的路
上，看见灯光下扬扬洒洒的雪花，听见寒
风在冬日里说的情话，感受到家人殷切的
期盼，体会到自己在慢慢长大。

新年，悄悄地走过，伴着这个时节独
特的旋律，伴着每一个要团聚的温暖笑
脸，伴着一句句家人牵挂的话语。我在等
待新年的里程里，看见城市里、街角处，那
一双双欢快的眼神，听着那些内心的祈
盼，仿佛明白了新年和家对我们的意义。

新年，悄悄地走过，拂去过往的阴霾，
丢掉曾经的鲜花，将一颗新的种子种下，
等待着它慢慢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等待着生命新一轮的故事。

新年，悄悄地走过，轻轻给每一个人
都换了妆发，又悄悄告诉所有人要相信奋

斗的力量、要相信努力的力量，要相信在未
来的时光里有一个更好的自己，更要相信
生命里那些拼搏出来的奇迹，因为新的气
象会带来新的惊喜。

新年，悄悄地走过，走向孩童，走向青
年，走向长者，然后对每个人都说起祝福
语；于是孩童开心的大叫：“新的一年，我要
长高，我要学习进步”；于是青年满意的微
笑，那笑容里满是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对工
作的更好期许；于是长者会心一笑，这笑容
里满是释然。

仿佛已经知道新年里身体健康的愿望
将会成真。新的一年在期待中相信美好，在
守望里静待佳音。

我想我也是怀着对过往的依恋，怀着
对新一年的憧憬，载着梦想和欢笑，等待着
2016年最后一天的钟声敲响，然后用一个
崭新的自己去迎接新的一年。就像我知道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般，我知
道迎接这一年的是无数美好，但需要我在
各个方面全力以赴。

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里，都让这个而
立之年能够真正“立”住，这“立”是价值观
的体现，是人生价值的呈现，是专业技能的
强化，是我有属于自己话语权的根本。

新年，悄悄地走来，伴着所有关于美好
的祝愿，伴着所有关于曾经的释怀，伴着我
们的成长，伴着家人的爱。怀揣美好，静待
开花的意义。

有人说: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
动：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段说
走就走的旅行。

记得前段时间网上热传的一
封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一度使主人公顾少强成为话题
人物。后来有网友在成都崇州街古
镇的一间客栈遇见了她,她说：“大
把大把的时间任由自己支配后，生
活也变得更加认真起来，读读书，
打打字，简单轻省”。

我想每个人都曾有过关于旅
行的憧憬，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大学期间由于本身专业的关系，身
体里总是住着一些不安分的因子。
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坐上济长巴士
2路，跑去济南市区逛逛千佛山、
动物园、大明湖，去寻找济南的 72
名泉，然后在每一泉下拍照留念，

或者拿上几本书，骑着自行车去植
物园坐上一天。在北京实习期间，
一大早就乘巴士 3 路去天通苑北
街地铁排长长的队，只为了看看中
国领袖毛主席；赶早三点多的地铁
为了看早上 4 点 46 分的升旗仪
式；背上背包拿上几本书，一点零
食乘公交车去魏集，参观滨州唯一
册中古迹———魏氏庄园。那时的时
光很慢，岁月很长。

可是在结婚生子后，因为种种
原因这些曾经的冲动都变成了每
个午夜梦回的美好回忆。再多的人
生经验也比不过一次亲身经历。都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么陪伴
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旅行了。我想
等上两三个月，那时天气和暖，花
开正好，我也可以带丁晓雨渲去看
看大海了吧！

人生最大的价值是有一份值得自己
骄傲的事业，只有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
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人最宝
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
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
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说来，如果不能热
情的对待自己的工作，即使做一份工作也
不会坚持太长的时间，因为你会觉得它乏
味至极，人生也就了然无趣。相反，如果你
把工作当成人生的使命，把工作尽量做到
完美，我们的成就感和信心就会愈来愈
强，工作也愈来愈顺畅，当别人看到我们

热情的、全力的把工作做好时，自然会有所
感染，这也是我们工作价值的体现。

保持对工作的热忱是保证你工作新鲜
感的有效方法，要想保持对工作恒久的热
忱，首先必须得改变自己的认识。如果我们
把工作不只是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
把它当做自己一生的事业，把自己的事业
成功和工作联系起来，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让自己为之奋斗。那么上班不会只是一种
谋生的手段，更不是一件苦差事，而会变成
一种乐趣。

保持长久的激情的秘诀就是给自己不
断树立新的目标挖掘新鲜感，把曾经的梦
想捡起来，寻找机会实现它。

让工作成为你的乐趣
文 /金龙混凝土 孙金涛

2016年是黑天鹅事件频出的
一年遥黑天鹅代表了不可预测的重
大稀有事件袁它在意料之外袁却又
改变一切遥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
选袁 都是底层民众发起的革命袁如
同两场政治大地震袁表达着民众对
建制内精英阶层对底层疾苦无动
于衷尧脱离民众的强烈不满遥

世界上黑天鹅满天飞袁人内心
里的黑天鹅呢钥

弗洛伊德说袁你心里的妖孽有
多强大袁决定了你需要为看守这个
妖孽付出多少能量袁也决定了你能
从嘲笑别人的行为中获得多大的
快感遥同情心强的袁笑得克制些袁反
之袁笑得狂放而邪恶袁仅此而已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阴暗面袁

后天的教育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袁于是我们开始约束自
己的言行遥 在生活中袁心中的黑天
鹅被看守着袁压抑着袁偶尔被释放袁
重则导致冲突袁轻者引人一笑遥

有生存袁有人袁便会有嫉妒袁没
有谁不曾拥有遥 人为什么会嫉妒袁
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袁其实虚荣心
还有个兄弟叫腹诽袁所谓的幸灾乐
祸作为一种真实的情绪就是腹诽
后最乐于做的遥

所谓人性不是那么好解释的遥
黑天鹅与白天鹅袁不是生与死一样
的对立面袁可以同时拥有袁只是大
部分的时候袁要能控制住内心的流
露遥 只有真实而不扭捏的释放内心
的黑天鹅袁才能起到好的作用遥

“黑天鹅事件”随想
文 /美亚建材 刘晓明

本报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告（2016年第 37号），共 425项
行业标准获批，其中建材行业标准 44项。1
月 1日，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牵头，滨州
金龙砂浆有限公司参与起草的行业标准
JC/T 2381-2016《修补砂浆》正式发布实
施。本标准规定了修补砂浆的术语和定义、
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组
批与抽样、包装、标志与贮存等。

（本报记者 李龙庆）

金龙砂浆参与起草的
行业标准《修补砂浆》
正式发布实施

本报讯 2016年 12月 27日，青龙山
水泥化验室主任助理黄利君参加了在济南
举行的全省水泥行业工作会议，会议总结
了 2016年水泥行业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
对做好水泥企业冬季错峰生产进行了通
知，并对 2016年山东省水泥企业化验室合
格证到期复评工作进行了总结。

（本报记者 宋述艳）

青龙山水泥化验室主
任助理黄利君参加全
省水泥行业工作会议

本报讯 1月 4日—1月 11日，水泥
化验室全体员工在化验室主任孙成的安排
下，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业知识培训。

本期培训培训讲师全部在化验室内部
员工中选出，各培训师就水泥原材料等专
业知识与大家进行了交流与分享。孙主任
针对所使用的国家标准为大家进行细致的
讲解。

本次培训，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员工的
学习热情，全面提升了员工整体素质和业
务技能，为化验室下一步工作的顺利开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报记者 宋述艳）

青龙山水泥化验室
2017年度首次培训展开

自 2014下半年以来，水泥
市场需求下降，行业产能严重
过剩，导致水泥量价齐跌，企
业出现大面积亏损，行业的严
冬迅速降临。青龙山水泥虽有
国昌集团产业链的支撑，但也
处境艰难。面对严峻的生存环
境，集团公司领导依据对行业
发展的精准预判，首先对熟料
和矿粉等大宗原材料提前进
行战略储备，为企业的生存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
时，黄总提出“用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个性化服务塑造自身
的差异化内涵”的创新发展理
念，应对当前的困境。

青龙山水泥积极贯彻集团
公司发展战略，努力探索技术
进步、节能降耗的新途径。在大
量的调研和实验研究的基础
上，开展了以“优化原料配比、
粉磨工艺技术进步”为主要内
容的管理创新、技术提升工作，
经过大家半年多的努力，取得
成效显著。

首先，依据 2015年混凝土

胶凝材料应用专题研究的数据
支持，2016年年初开始，在保
证水泥产品质量和使用性能的
前提下，结合磨机粉磨工艺技
术的改进，逐步优化水泥生产
配比，不断降低水泥原材料配
比成本。

不断的经验总结和配比优
化，水泥原材料配比成本（以 8
月份原材料价格计算可比成
本）较年初下降 8 %，并保持了
水泥产品质量和使用效果的基
本稳定，为今后面对残酷的市

场竞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其次，在市场调研基础上，

结合多年来对水泥粉磨工艺技
术的经验积累，大胆开展了“强
磨削轻质研磨体代替磨机细磨
仓钢段”的新技术应用。在公司
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先在一台
水泥磨上进行尝试，经过不断
调整改进，现在 2#水泥磨运
行稳定，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经
测算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并创造
了一定经济效益。

在总结 2#磨机运行经验

的基础上，8 月底水泥车间又
对 1#水泥磨进行了技改。目
前，1# 磨机产品质量稳定，磨
机台时产量、吨水泥电耗、研磨
体破损率等技术指标也较 2#
磨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收到
了超过预期的效果。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唯
有积极面对，不断提升自身的
管理，打造竞争对手难以复制
的差异化内涵，才能不被市场
所淘汰。

青龙山水泥技术进步初见成效

本报讯 2月 25日，滨城区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岳一行走进国昌
实验学校建设施工现场，实地查看了
国昌实验学校建设情况。国昌集团总

经理夏毅飞、副总经理苑宝玉；授田教
育集团总校长边兆林、国昌实验学校
执行校长庞云涛陪同调研。刘局长详
细了解了工程进展情况，对工程和质

量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继续加
大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力度，确保学校
项目施工安全、高质完成。

（本报记者 孙玲童）

滨城区教育局局长刘岳视察国昌实验学校建设施工现场

本报讯 2016年 12月 2日，滨城
区区委书记张宝亮一行到滨州国昌黄
河生态园现场调研。国昌集团总经理
夏毅飞陪同张书记现场调研，并就生
态园的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

在生态园项目现场，张书记详细
了解了生态园项目的推进及落实情
况，询问了项目在进度、质量等建设过
程中的各种情况。

张书记强调，要重视生态园项目

的影响力及社会效益，希望我集团再
接再厉，抓好细节，做好精品工程，推
动品牌效应，为打造沿黄农业特色产
业建设做出努力。

（本报记者 孙玲童）

本报讯 2月 20日，滨城区副区长孟维赞一行就滨
州国昌生态园建设情况进行了视察。视察组在国昌集团总
经理助理张齐文的陪同下实地察看了阳光温室。孟区长要
求生态园要不断加强管理，强化服务，加快生态园自身建
设。生态园项目在提供放心菜的同时也为全区人民提供了
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孙玲童）

本报讯 2月 17日，滨城区副区长韩晓、梁才街道办
事处副书记刘峰一行到滨州国昌黄河生态园参观指导。
韩副区长详细了解了生态园相关农业项目发展情况，并
对生态园的规划、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韩副
区长表示要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休闲采摘业相结合，
走专业化、标准化道路，将绿色农业做出特色。

（本报记者 孙玲童）

滨城区副区长韩晓一行
到国昌生态园参观指导

滨城区副区长孟维赞视察
国昌生态园建设情况

滨城区区委书记张宝亮一行莅临国昌生态园调研指导

文 /总经理助理 牟春明

全球水泥工业概况

国昌生态园二维码

文化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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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国昌集团在全体员工上
下一心、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管服
系统深化内部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实现规范
化、精细化管理；生产系统加强质量管控，优化
产品配合比，降低生产成本；销售系统提高风险
意识和市场敏感度，稳固市场、扩大销售，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超额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为表彰 2016年集团生产经营过程中涌现出
的先进个人，激励广大员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
更好的工作状态投入到 2017年工作中。根据集
团公司奖惩制度相关规定，经过各部门推选、民
主投票和公示，评选出优秀管理者 18人，销售标
兵 11人，优秀员工 37人，优秀通讯员 3人。

集团公司表示，此次受表彰的先进个人敬业

奉献、专业技术先进、工作成效显著，为集团公司
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
了突出贡献。先进个人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
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各单位要以受表彰的先进
个人为榜样，弘扬筑诚文化，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开拓进取，全面完成 2017年各项生产经营任务。

郭小龙
敬业，爱岗，洁身，自爱

胡成凯
昨晚多几分钟的准备，
今天少几小时的麻烦

黄增兵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李增亮
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
做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赵同卫
不要等待机会，而要创造机会

刘怡平
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

张 磊
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安全生产

栾 伟
凡做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凡成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怀保顺
诚信做人，用心做事，在挫
折中寻找机遇，创造机会

孙 成
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瓮丙峰
天道酬勤

辛嗣亮
不求做的最好，但求做的更好

优秀管理者：

杨金良、郭小龙、孙成、刘怡平、张磊、刘晓亮、辛嗣亮、黄增兵、赵福军、

栾伟、怀保顺、赵同卫、郑连军、瓮丙峰、蒋爱国、李鹏、胡成凯、李增亮

销售标兵：

赵永、耿长海、张占设、丁伟建、阮守波、任金浩、潘立庭、孙勇、付华兰、

刘洪举、赵连旭

优秀员工：

水泥生产———张凤民、吕国强、崔海成

总部管服、集团财务———赵丽娜、赵洁、刘全军、璩凤霞、臧廷玉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王勇、张庆鹏、张伟

滨州经济开发区金龙方圆混凝土有限公司———王传强、王明传

滨州金龙砂浆有限公司———梁登庆

滨州美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刘晓明

滨州绿邦板业有限公司、山东滨州国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朱会滨、贾志伟、朱海波、刘海燕、王子龙、王松松

博兴县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黎爱国、王小兴、张文海、赵金辉

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沾化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

———马占永、陈井峰、马金岭

无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滨州市北海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周超、吴艳仓、高丙常

东营市河口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东营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赵同柱、王建松、陈龙强

惠民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阳信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郭海廷、周彬、李治刚

《国昌报》优秀通讯员

国昌集团企业文化部———孙玲童

滨州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部———辛磊磊

滨州市国昌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王惠兰

赵福军
做人以清心为根本，
做事以尽心为标准

李 鹏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蒋爱国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杨金良
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昨天的积累，明
天的成功则依赖于今天的努力

刘晓亮

天道酬勤

郑连军
简单做人，用心做事

乘长风破万里浪 斩荆棘做弄潮人乘长风破万里浪 斩荆棘做弄潮人
———国昌集团 2016年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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