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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董事局致辞

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需求下行压力，华润水泥对内不断夯实

基础管理；对外强化市场供求趋势研判，巩固和提升市场份额，在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下滑的情况下，努力

实现资产增值，保持了良好的经营势头，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政策，进军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华润水泥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是将所有熟料生产线配备先进新型干法技术及余热发电

设备的水泥生产商之一。在此基础上，华润水泥持续优化和提升节能环保水平，大力推动水泥行业协同处

置项目，推进水泥行业的转型升级。坚持提升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社区共建、及员工关爱等社会责任工

作，提升企业品牌价值，推动水泥行业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未来，华润水泥将在推动内部精益管理、降本提效的同时，继续加强产品研发和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为

中国水泥行业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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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概况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代码：1313.HK）成立于2003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型水泥

企业集团之一。依托独特的资源布局优势及水泥和商品混凝土纵向一体化的生意模式，凭借资源掌控、资

源转化、资源分销和系统成本最低、区域市场领先的“3+2”发展战略，以“润丰”为主导品牌，华润水泥已

发展成为华南区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水泥和商品混凝土供应商，在中国水泥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华润水泥业务覆盖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山西、云南、贵州、内蒙古及港澳等

地区，透过附属公司持有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的年产能分别为7,930万吨、5,630万吨及3,450万立方米；

此外，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掌控的水泥、熟料及混凝土的年产能共计分别为5,810万吨、4,040万吨及740万

立方米，其中按照股权权益归属于本公司的年产能为水泥1,920万吨、熟料1,340万吨及混凝土340万立方

米，水泥、商品混凝土产能位居全国前列。

3、 华润水泥2015年大事记

1、10月21日，华润水泥投资向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前称为云南昆钢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注资现金人民币1,514,604,267元，注资完成后，华润水泥投资持有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40%权益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持有60%权益）。

2、11月15日，位于广东廉江的第一条水泥粉磨线（年产能约为1,000,000吨）投产。

3、12月15日，华润水泥投资再向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注资现金人民币757,302,133元，完成注资

后，华润水泥投资持有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权益由40%增加为50%（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50%权益）。

4、12月18日，位于广东封开的第五条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年产能约为1,600,000吨）点火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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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绩效表

统计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营业收入（万元人民币，下同） 2,343,611 2,601,167 2,164,590

利润总额（万元） 344,623 455,788 79,071

资产总额（万元） 4,259,768 4,538,928 4,542,171

纳税总额（万元） 251,351 350,608 238,225

总资产报酬率(%) 9.4 11.5 2.7

员工总数（人） 23,889 23,669 23,663

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100 100

社会保险覆盖率(%) 100 100 100

体检覆盖率(%) 100 100 100

健康体检人数（人） 23,889 23,669 23,663

职业病发生次数（人） 0 0 0

女性管理者比例(%) 13 13 11

残疾人雇佣人数（人） 13 13 43

人均带薪休假天数（天） 8 8 10

员工培训覆盖率(%) 100 100 100

人均培训时间（小时） 65 58 63

员工满意度(%) 69 78 85

员工流失率(%) 11.4 9.8 7.1

合同履约率(%) 98.9 98.9 98.7

客户满意度(%) 84 87.8 87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100 100

产品合格率(%) 100 100 100

研发投入额（万元） 12 24 430

研发人员数（人） 14 18 36

参与形成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数（个） 2 3 5

新增专利数（件） 7 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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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责任采购比率(%) 100 100 100

供应商通过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
证比率(%) 100 100 100

新增就业人数（人） 4,337 3,747 2,418

当地员工雇佣人数（人） 22,695 22,486 22,480

慈善公益支出（万元） 334 402 307

本地化采购比率(%) 21 24 25

工伤事故发生数（次） 20 22 13

事故死亡数（人） 2 2 1

安全培训人次（人次） 91,952 99,478 125,169

安全生产投入（万元） 10,668 7,293 10,904

安全培训覆盖率(%) 100 100 100

安全应急演练数（次数） 302 512 373

千人死亡率(‰ ) 0.086 0.0827 0.043

千人重伤率(‰ ) 0.043 0 0

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人数（人） 591 760 832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 643.66 721.31 729.56

万元产值可比价综合能耗 2.71 2.52 2.81

万元增加值可比价综合能耗 8.44 7.27 9.37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投入（万元） 22,367 27,014 36,346

环保总投入（万元） 57,464 56,962 5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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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营业绩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资产总额（亿元） 426 454 454

营业收入（亿元） 234 260 216

纳税总额（亿元） 25 35 24

三、价值创造

2015年，华润水泥顶着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双双

下滑，水泥市场需求大幅回落，行业供求矛盾加剧的重重压力，用思维创新带动

产品、科技、管理的持续创新，苦练内功，通过精益管理、技术改造、生意模式

创新等多种途径，降本增效，在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下滑的情况下，努力实现资产

增值，为股东创造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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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与技术创新

2015年华润水泥整合旗下广州研发中心、广西研发中心，设立华润水泥技术研发中心，投入的研发金额约

430万元，用于新专利、新产品研发和新技术应用，取得可喜成绩。

(1) 产品研发

华润水泥技术研发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与中国建材总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以特种水泥为主

的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如“海工水泥、装修水泥”等项目的研发。目前，海工水泥的产品中试已经完成，各

项指标均达到国标要求。

(2) 环保项目开发及实施

注册成立了全资附属公司—华润环保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专注于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市政污泥

及危险废弃物等绿色环保项目发展。

(3) 专利发明

华润水泥技术研发中心全年组织申报专利63项，其中授权43项，较2014年增加约8倍。

研发投入额（万元） 研发人数（人） 新增专利数（件）
430 36 43

2015 2015 2015

24

18

5

2014 2014 2014

12

14

7

2013 201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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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生产

1、 倡导安全文化

平安华润，幸福家园；

创建有华润特色的价值创造型安全管理体系，营造平安华润；

关注员工的安全与健康，使华润水泥成为平安幸福的家园。

以人为本，安全发展，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

不以牺牲员工健康和生命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

不以经济效益来掩盖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遵规守法、科学管理、持续改进。

重大恶性责任安全事故：0

千人负伤率目标值：＜3‰

职业病（确诊）：0

2、 落实安全责任制

华润水泥自2014年起创新实施

安全考核机制，推行了安全系数

考核，将安全责任书得分转为安

全系数，对大区及大区总经理按

照安全系数进行了考核，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2015年，华润水

泥在2014年基础上继续推行安

全系数考核，并对责任书考核内

容进行了完善，同时扩大了安全

系数考核范围，将安全责任逐级

落实到人。

2015安全生产责任书签字仪式

安全愿景

安全健康
理念

健康安全
方针

健康安全
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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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安全培训管理

华润水泥创新培训管理，把安全行为准则及行业典型事故案例制作成动漫培训视频，并下发各大区、基地

培训、学习，各基地利用视频开展培训工作，部分基地利用通勤大巴车、食堂等播放培训视频，另外公司

将视频放入OA在线学习栏，员工可自行安排时间进行在线学习。

2015年，华润水泥在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国家安监总局、CTC等专业机构举办的安全管理培训的同时，结合

工作实际，通过华润大学水泥专业学院分期对基地安全管理人员、矿山经理及矿山安全人员、混凝土基地

安全人员进行了安全管理专业培训。各大区、基地更是将安全培训课堂直接搬进工厂，搬进生产一线。通

过逐级培训，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安全培训进工厂

2015年，华润水泥广西大区开展“安全培训进工

厂”培训活动。该活动通过内部培训师甄选、培

训、课件开发等工作，在实施预先授课、再检验、

完善课件内容及内部讲师授课技巧的同时，对各基

地的安全员进行了年度安全培训。

案例

目前该项目共培养内部讲师16名，开发课件14

件，安排培训110场次，组织受训人数约6,000

人，有效推动大区、基地培训管理工作，提升大区

安全管理水平。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社会责任报告9

4、 提高风险辨识和防控能力

(1) 风险辨识与防控机制

2015年，华润水泥控股公司以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华润水泥（漳平）有

限公司三家公司为试点，开展了矿山风险辨识评价与防控工作。目前，华润水泥已根据试点情况，编制完

成《矿山安全风险辨识与防控手册》，计划于2016年全面推广。

(2) 风险辨识和防控演练

华润水泥积极创新活动模式并认真组织开展安全各种风险辨识和演练活动，提高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全

公司先后组织了近6万人次开展了“安全开放日”、安全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并组织

了178次，约6千人次参加的安全演练。

安全开放日活动

案例

华润水泥（龙岩雁石）有限公司在安全开放日举行“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签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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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家属心愿

华润水泥为职工千方百计地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

工作环境，真心地希望儿子能在华润这个大家庭中

努力的工作，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更希望儿子

能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人的生命只有

一次，只有安全了，家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幸福的

家，因此需要儿子有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安全是

幸福的保障。

——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

员工父亲杨福元

突发灾害安全演练

华润水泥（贵港）有限公司溶洞

突发事故演练现场

案例

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开放日－员工父亲的千叮万嘱

华润水泥（阳春）有限公司滑坡

事故演练现场

华润水泥（漳平）有限公司火灾

应急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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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员工敬业度

根据权威机构怡安翰威特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2015年，华润水泥员工敬业度为85%，远高于外资制造业

平均水平(53%)和市场平均水平(63%)，连续四年进入最佳雇主地带。

五、员工责任

华润水泥视员工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把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宁幸福作

为公司努力的立足点，为员工创造、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

『

』

2、 员工成长

(1) 员工双通道发展

开辟管理序列和专业序列双通道晋升和发展路径；拓宽了员工晋升通道和空间。

(2) 构建三级人才培养体系

基于公司业务战略、岗位胜任和人才发展需要，华润水泥编制了《华润水泥人才培养体系》，明确了控股总

部、下属大区、下属分公司三级人才的培养内容、培养平台、培养方法和培养责任。

63%

85%

73%
68%

53%

80%

华润水泥 2013年2012年外企制造业 2014年市场平均水平 2015年

85%

员工敬业度 华润水泥员工敬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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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水泥感恩之心”
基金共救助困难员工

20名

为困难员工
发放救助金

61万余元

(3) 制定并实施人才任用发展计划

2015年，华润水泥开展关键岗和中层领导力素质模型开发，完成了公司970名中层和374名关键岗盘点，制

定和实施人才任用发展计划，建立健全了后备人才库。

(4) 员工专业培训覆盖广

• 2015年华润水泥学院开展培训班48个，培训计划完成率129.73%，培训评估满意度92.8分。

• 华润水泥i-Learning线上学习平台向基层员工推广，2015年共有5,836人登录该系统进行学习，人均

在线学习时长2.6小时，完成在线题库46,081道。

3、 员工关爱

华润水泥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关爱员工。每年组织员工进行健康体检，关注员工职业健康；为员工及其

两位直系亲属购买商业保险；搭建管理、专业、技能通道职业发展路径，为员工拓宽广阔的职业发展平

台，为困难员工提供爱心帮扶等。

为大力弘扬互助友爱精神，以群体的力量化解个人遭遇的重大危难，形成扶危济难、互助互爱的长效机

制，华润水泥成立了“感恩之心”基金。2015年，“华润水泥感恩之心”基金共救助困难员工20名，为困难

员工发放救助金6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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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客户责任

华润水泥以客户至上为原则、谨守商业道德，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悉心维护客

户和消费者权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甚至超

越客户期望，实现与客户共成长。

『

』

来自客户的声音

案例

“每个客户的声音只代表其个体，不一定代表

全部。我们的责任是把客户真实的声音带回

来，不做修饰，如实反映。”这是广东大区客

服部的工作目标。为了拉动华润水泥各部门倾

听客户的声音，广东、山西大区客服部每月制

定期刊《来自客户的声音》反映客户诉求，实

现各部门的联动，持续改善产品品质，提升客

户服务水平。

1、 用心倾听客户声音

华润水泥实行销售人员、客服人员、公司管理层三级客户回访制度，通过定期走访客户，了解客户需求，

不断改善产品及服务的不足。同时，华润水泥每年定期组织客户会议、参观基地、技术交流会、主题推广

等活动，让客户深入了解华润水泥的企业文化，坚定与华润水泥长期合作的信心。

《来自客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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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力提升客户满意度

为更客观评价公司为客户提供的的产品和服务水平，

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推动业务改善，华润水泥聘请

北京泛亚博朗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进行第三方的客户

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华润水泥总体满意度连续

3年保持在84%以上，与当地其他水泥企业相比，华

润水泥是行业的标杆，在客户中有良好的口碑。

3、 智能化改善客户体验

2015年，华润水泥继续推进信息化物流平台建设，

加快推广汽运GPS调度管理系统、船运GPS调度管理

系统及一卡通发运系统，依托智能化物流调度与发

运平台，极大提升公司物流效率，改善客户体验；同

时实行7×24小时全天候物流调度服务机制，畅通物

流服务投诉渠道，建立完善的应急保供机制，为公司

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经济的货物运输及服务，保障

供应。

经销商月度例会

华润水泥各销售区域每月召开经销商月度例会，与经销商共同探讨市场开发和客户维护策略，宣

贯公司近期的政策、制度，传达相关要求，与经销商保持长期、有效的沟通。

案例

销售区域经销商月度例会

2013-2015年华润水泥客户满意度

2015年

87%

2014年

88%

2013年

84%

广东大区综合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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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渠道受理、高效率解决客户投诉

华润水泥开通投诉专线、投诉联系单等方式受理客户投诉并24小时内

响应，由专人负责处理，投诉处理率达100%。投诉处理后，定期跟

进客户使用产品的情况，形成客户投诉闭环管理。2015年共受理客户

投诉323次，连续三年大幅下降。

5、 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客户权益

华润水泥严格遵守竞争法规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在市场中公平竞争，

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也高度重视自身知识产权建设，鼓励创

新。同时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客户购买和使用放心安全的正规产

品，打击制售低价假冒产品，先后在珠三角区域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开

展了9次维权行动，查获大量假冒华润水泥包装袋、水泥成品，并前

后抓获制假人员3名，有效维护了当地的秩序，保护了客户权益。

2013-2015年客户投诉次数

323

462

634

2015年2014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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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伙伴责任

华润水泥倡导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展、长期共赢的合作理念，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

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有效避免建材市场不规范的竞争行为。

『

』

携手煤炭供应商开展煤炭燃烧特性试验

2015年华润水泥携手煤炭供应商开展煤炭燃烧特性研究，针对下水煤、地采煤共计66个煤种进行试

验，制定出燃烧特性相近的煤种组合，并依托该试验结果与各战略供应商签订年度合同。在此期间，

华润水泥与供应商共同学习先进的煤炭燃烧特性实验知识，引导供应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验与应用

中，避免供应商盲目地陷入低价恶性竞争中，帮助供应商成长为具备创新竞争力的企业。

同时华润水泥结合燃烧特性试验制定新的供应商准入制度，指导新进供应商严格按照煤炭燃烧特性实

验要求进行样品寄送并开展试验，根据结果准入并筛选供应商，避免煤种驳杂、质量不一的情况出

现，同时也为提高我司基地产能、减少煤耗、避免环境污染提供了重大帮助。

案例

1、 企业合作

华润水泥与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手共同构建西江数字化物流

平台，打造西江物流生态圈，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西江商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地方、企业的多方共赢。

2、 校企合作

华润水泥与广西大学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水泥制造节能减排、回转窑替代燃料开发等项目建立了

产学研合作平台，目前开展的具体合作项目“石灰石－水淬锰渣复合矿物掺合料研发及产业化”，该项目被

列入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技术创新项目。

3、 供应商合作

华润水泥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紧密的业务合作，整合双方资源和竞争优势共同开拓市场，帮助供应商

成长，实现互利双赢。督促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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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护股东及投资者权益

(1) 规范大股东行为

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华润水泥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与上市公司与关连人士之间的各项关

连交易行为及相关安排，确保关连交易公平合理、符合上市规则，并按上市规则进行披露，确保上市公司

独立、规范运作，保障公司利益，维护股东及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均为独立运

作，公司董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控股股东与间接控股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利，并无直接

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

华润水泥召开周年股东大会

案例

2015年5月，华润水泥召开周年股东大会，当

天近90位股东参与。股东大会主席在会议上向

股东解释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详细程序，并

回答股东有关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任何提问。公

司会监察及定期检讨股东大会程序，如有需要

会做出改动，以确保其切合股东需要。
近90位股东出席华润水泥股东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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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水泥举办反向路演活动

2015年11月，华润水泥举办反向路演活动，共

22名参与者（包括分析员及银行家）实地参观本

公司位于广西贺州市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并与广

西建材协会的代表就广西的投资环境以及本公司

及行业在当地的发展机会进行良好讨论及交流。

案例

45%

16%

1%1% 1%2%

13%

21%

一般投资者电话查询
1对1会议
路演会议
投资银行年会会议
小型午餐会
基地访问
媒体专访
投资者推介会

2015年华润水泥投资者活动分布

2015年11月公司举办的分析员反向路演活动在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
济产业园留影，共有22名分析员及银行家出席

2015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共有71位分析员及基金经理出席

(2) 建立投资者沟通机制

华润水泥致力保障投资者及股东权益，通过有效

企业管治及价值创造向股东负责。公司制定股东

通讯政策以确保股东适时取得全面、相同及容易

理解的公司资料，包括财务表现、战略目标及计

划、重大发展、管治及风险概况等。作为企业管

治的核心原则，董事会致力与股东及投资者维持

稳定及具建设性的沟通，通过直接的沟通交流促

进相互的理解。

(3) 规范信息披露，保障投资者权益

华润水泥设立股东通讯政策，积极回应股东及投资

者的日常查询，同时通过公司官方网站发布公司的

重要信息。公司亦于中期及全年业绩发布后举行

投资者推介会，并通过互联网转播，提高公司管治

的透明度。我们规范信息披露，按照真实、可靠原

则，及时、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以保障中小股东

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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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与奖项

2015年7月8日，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荣获《机构投资者》举办的“2015年亚洲行政团队”(2015 All-Asia 

Executive Team)之最佳投资者关系工作的亚洲企业奖项。

2015年11月13日，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荣获由《大公报》主办的“中国证券金紫荆奖”之“最佳投资者关

系管理上市公司”奖项。

2015年11月13日公司荣获“中国证券金紫荆奖”之“最佳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公司”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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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绿色环保

华润水泥大力推行绿色生产，高度重视实施环保研发创新，积极参与社会系统的

大循环，履行企业公民的绿色发展责任，注重资源的综合利用，致力于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绿色环保型企业建设。

『

』

2015年12月8日，华润水泥位于广西宾阳县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目投入试运行，是水泥控股

首个投运的协同处置项目。公司正与各运营区域内的政府相关部门商谈进一步推广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计

划。同时，正积极研究并推广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和危险废弃物的运作模式及技术应用。

1、 参与国内外环保行动，合作共享前沿技术

华润水泥于2010年加入“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CSI)”，并担任CSI中国区联席主席，积极推动国内水泥

行业在环保、安全、职业健康、绿色采购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中国水泥工业在世界水泥工业中

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水泥行业低碳技术合作伙伴倡议”

案例

作为“水泥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CSI)”中国区

联席主席，华润水泥于2015年11月参加了由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中国可

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联合主办的“行

动2020”气候对话会议，表态支持“水泥行

业低碳技术合作伙伴倡议(LCTPi)”，同世界先

进水泥企业精诚合作，为水泥行业低碳技术

的拓展和部署制定行动计划，以期达到二氧

化碳减排目标，为缓解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切

实贡献。“行动2020”气候对话会议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社会责任报告21

参加 2015 年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

案例

华润水泥于2015年5月在上海参加了第十六届

中国环博会，并就固体废弃物处置、大气污染

治理和污水处理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最新解决

方案，与德国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中贸慕尼黑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等单位及相关专家学者进

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参加2015年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

电除尘器改造为袋式除尘器　降低颗粒物排放

案例

截至2015年底，华润水泥共完成了31条熟料生产

线共48台窑头╱窑尾除尘器的安装及技改，将原

有电除尘器改造成排放浓度更低和运行稳定性更高

的袋式除尘器。改造后收尘效率可达99.99%，颗

粒物的排放浓度均优于GB4915-2013标准，有效地

降低了废气中颗粒物的排放。

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3#窑头袋式除尘器

2、 加快生产线技改步伐，推动节能减排

为落实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践行企业绿色环保经营理念，华润水泥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加快生产线技改步

伐。2015年华润水泥在“电改袋”项目、脱硝系统建设项目、脱硫项目、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目

等环保项目投入超过3.3亿元。

目前，华润水泥42条熟料生产线全部是新型干法窑，配置余热发电系统。2015年，实现并网电量19.17亿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66.14万吨标准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81.8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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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污染物在线监控平台，实现污染物实时监控

为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华润水泥2015年建成总部污染物在线监控平台，实现对下属各公司的实时监

控，强化内部污染物排放管理。

建设脱硫系统，降低二氧化硫排放

案例

案例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3#脱硫系统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二氧化硫排放治理：该项目于2015年1月

开工建设，7月份投入运行，系统脱硫效率可达97%，SO2排放浓度

可控制在50mg/Nm3以下，远优于国家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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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协同处置，与城市共生共存

华润水泥坚持“创新求变”，在充分利用公司现有技术力量，以及生产基地与当地政府公共资源获取的基础

上，通过借力第三方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得华润水泥协同处置项目在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商务和技

术合作模式上得到新的突破和创新。

目前，华润水泥在生活垃圾和市政污泥领域已形成了全新的、独特的技术路线，为有效解决城市废弃物填

埋造成的土地占用及二次污染问题，扩大环保业务范围，实现水泥企业转型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

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2015年12月，华润水泥下属公司华润环保工程（宾阳）有限公司日处理300吨的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示

范项目建成投产，拉开了华润水泥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序幕。

案例

该项目采用的“机械生物法预处理+热盘炉焚烧”处置原生态

生活垃圾技术是国内首创，可彻底降解二噁英、固化重金属，

执行欧盟、日本等国高标准的清洁排放指标，真正实现垃圾处

置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有效解决城市垃圾处理大

量占用土地、二次污染的难题，是水泥行业发展循环经济，打

造绿色环保产业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华润环保工程（宾阳）有限公司日处理300吨
的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示范项目

协同处置市政污泥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是华润水泥与德国海德堡公司合作经营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企业。2014年10

月，该公司启动了广州市污水处理厂干化污泥的试烧工作，探索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污泥的新模

式。该项目计划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设计日处理含水率40%的市政污泥300吨（相当于原生态污泥

700吨╱天），预计2016年12月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广州市市政污泥将得到无害化、资源化处置。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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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示意图

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石化污泥协同处置项目依托昌江公司2#窑，协同处置海南省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PTA废水污泥，规划规模为1.6万吨╱年（含水率60%）。该项目于2015年10月份正式开展工业

试烧工作。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不仅是实现危险废物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技术途

径，也是实现危险废物低成本、大规模处置的重要措施。

案例

参与循环经济，实现行业间废弃物“变废为宝”

循环经济产业园是新型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模式，通过跨产业集群，实现行业间废弃物“变废为宝”的循环模

式，具有极大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案例

华润水泥积极参与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建设，贺州循环经济产

业园由水泥厂、电厂、啤酒厂组成，已投入运行。通过资源

共享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园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73万吨、二氧化硫6万吨，综合利用灰渣102万吨、脱硫石膏

44万吨、废硅藻土400吨，节水78万吨，废水处理复用263万

吨，项目取得了巨大的节能减排效益。

目前，公司依托华润集团旗下煤炭、电力和地产等业务紧密

的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积极参与循环经济项目建设。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社会责任报告25

4、 实施水土综合防治，保护生物多样性

华润水泥高度重视矿山复绿工作，创建绿色矿山，以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

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为基本要求，将矿山恢复纳入公司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转变

单纯以消耗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开发利用方式提供了现实途径。

对于开采区域，通过矿内水资源循环利用，污水零排放，废油及时回收利用，减震、弱震爆破技术的应用

等措施，减少生产活动对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有效保证区域内物种的栖存和延续。

金沙公司水土综合防治

金沙公司所在地属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乌江赤

水河上中游治理区，同时也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重点

治理区。金沙公司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类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措施，包括修建拦挡工程、修建防护排导工程、护坡、覆

土及绿化。对厂区空地进行硬化、平整或覆土绿化。通过

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有效地防治责任区范围内的各类水

土流失，达到地面侵蚀量显著减少，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的目标，2015年8月金沙公司取得省水利厅下发

的水土保持验收批复。

案例

金沙公司厂区绿化

金沙公司进厂大道侧边坡金沙公司上矿山道路边坡及水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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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荣誉与奖项

1、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和华润水泥（田阳）有限公司获得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颁赠的中国建材企业

“百家节能减排示范企业”称号

2、华润水泥（田阳）有限公司获得由香港环保促进会颁发的“香港绿色企业大奖2015－超卓环保安全健康

奖（大型企业）”金奖

3、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获得由中国水泥协会颁发的“中国大型水泥集团环保标杆企业”奖牌及证书

“中国大型水泥集团环保标杆企业”奖牌及证书

“香港绿色企业大奖2015－超卓环保安全健康奖（大型企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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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社区共建

华润水泥（南宁）有限公司组织开

展“爱心西瓜”活动，为工厂周边

村民缓解西瓜滞销难题。

案例

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为平南县

丹竹镇、上渡镇的部分贫困学生捐

资助学。

华润水泥坚持“义利兼顾”，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下属基

地通过捐赠水泥，帮助周边村镇修桥筑路，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公益行为和绩效

的可持续。同时，为贫困地区、困难户捐赠现金或实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营造健康、稳定、和谐的社区环境。

2015年，华润水泥对外捐赠总额达307万元。华润水泥还通过村企结对帮扶、义工队进社区服务等多种形

式，积极开展社区共建，促进企业与社区的和谐共处。

华润混凝土（揭东）有限公司，组

织看望边远山村老人，为其带去

大米、食用油、对联和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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