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材协会文件 
中石协【2017】60 号 

 

关于召开中国石材协会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通讯）会议的通知 
 

各位常务理事： 

2017 年，石材行业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行业

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石材协会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国办发【2016】34 号文件精神，按照《石材

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理念，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协调发展。继续加强

协会能力建设，在引领和协调行业发展的同时，为会员企业提供更好

的服务。开展了各项工作。经研究,协会召开七届四次常事理事会（通

讯）会议，通报 2017 年协会的主要工作和 2018 年的工作要点。请各

常务理事审议，并向协会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附：中国石材协会 2017 年工作总结和 2018 年工作要点。 

 

 

     中国石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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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石材协会 2017 年工作总结和 2018 年工作要点 

2017 年 12 月 29 日 

 

2017 年，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国办发【2016】34 号

文件精神，按照《石材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创新、

协调发展。继续加强协会能力建设，在引领和协调行业发展的同时，

为会员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国办发【2016】34 号文件精神，支

持引导各地石材产业健康发展。 

为了深入贯彻国办发【2016】34 号文件精神，促进石材工业稳

增长、调结构、增效益和实施行业“创新提升超越引领”战略，实现

转型升级，中国建材联合会和中国石材协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石

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三个攻坚战”的指导意见》，为石材

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个攻坚战的攻坚目标、工作举措和

支撑点以及达到的效果。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绿色环保”

的发展理念，并向各地派驻环保督察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检查

环境污染和环保治理工作，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

件，加大了对污染环境和环保不达标企业的整治力度，形成了加大环

保治理的高压态势，石材矿山和加工厂成为环保督查整治重点。针对

以上情况，协会在深入基层调研工作中，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

推动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清洁生产和安全生产。主动联系政府有

关部门，以达到环境评价要求为契机，彻底改变石材企业脏乱差的面

貌。同时搞好石粉废渣等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协会

还起草了《石材产业绿色发展与行动方案》，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的理



 

念，指导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协调发展。协会还就天津市宝坻区和

武清区在环保治理过程中企业反映的一些问题向两区政府发函沟通，

希望在加大环保整治的同时，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保

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搞好石材矿山的综合治理，推动石材矿山的绿色、达标建设。 

2017 年以来，协会组织行业贯彻实施石材矿山的相关标准，进

一步加大规范装饰石材资源开发与开采的工作力度，整合资源，提高

对石材资源的综合利用，推广采用先进生产设备及技术。推动石材矿

山的绿色、达标建设。在石材产业地区举办各种矿山地质勘查、矿山

设计规范、石材质量标准、安全清洁生产和石材基础知识的培训班，

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等方面开展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组织召开了大理石硐采技术交流会，开展硐采技术交流，对硐采

技术及我国开展硐采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召开了第三届全国石材矿山

大会；按照国土资源部要求启动了《石材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的

编写工作；对名优特石材品种评审办法进行了修订；继续开展了矿山

达标活动；对贺州矿投公司申请达标矿山进行了二次专家指导及提出

整改方案。完成了山东高时矿山、福建富强矿山矿山达标验收工作。 

 

三、继续推进标准化工作，以标准引领行业创新发展。 

协会与石材标委会秘书处研究制定了 2017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

划。重点加强了作为标准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协会团体标准的起

草工作。今年以来，共完成了三项协会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工作。具体

是：《树脂型人造石材生产工艺技术规范》、《树脂型人造石材应用技

术规程》和《石材防水背胶》。《石材规格产品技术规范》的起草工

作也已完成，计划 2018 年初召开专家审查会。下达了《无机型人造

石英石技术规范》和《无机型人造岗石技术规范》协会标准，现已完

成初稿，《石材护理项目施工技术规程》协会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中。



 

召开了《石材工业用设备术语和分类及型号编制方法》（国家标准）

的专家讨论会，继续推进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协会还启动了国土资源

部交予的《石材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组织了《树

脂型人造石生产技术规范》及《树脂型人造石应用技术规程》等相关

标准的宣贯。 

 

四、发挥行业协会优势，开展各类技术培训，为行业培养人才。 

在行业内开展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素质是协会的一项

重要工作。针对人造石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在贺州举办

了首期人造石技术与管理培训班；举办了 9 期石材护理工从业技能培

训班，2 期石材护理工程项目经理培训班。协会针对国家取消了包括

石材护理工在内的大部分职业工种的职业资格认定的情况，及时调整

工作思路，利用协会自身的优势，创造条件。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

启动并完成了石材护理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修订工作。新的标

准名称改为石材护理工《职业技能标准》，由国家建材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批准，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为今后在行业内继

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做好准备。 

为了适应石材护理业务向清洗保洁物业领域延伸的需要，协会与

北京、河南、湖北、安徽、河北等省市的清洗保洁协会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和合作培训协议，以扩大石材护理技术在清洗保洁物业领域的

传播，进一步提高石材护理行业的水平和协会的影响力。 

 

五、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促进行业创新发展。 

发挥协会的引领作用，引导企业在石材开采、加工、装备制造、

清洁生产等环节，积极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促进行

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走创新发展之路。继续推进装备制造企业花岗石

框架锯等各种新型设备的研发应用推广。2017 年，继续开展“爱迪

杯”石材行业技术革新奖的申报评审工作，组织对新技术、新产品的



 

技术鉴定工作。经企业申报和专家评审，有 13 家单位的 12 个项目获

奖。其中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6 个。在上报建材联合会

参加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评审的 3 个项目中，长沙通石达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申报的新型组合绳锯机项目和佛山慧谷机械有限公司申报的

天然石材立体补胶生产线的开发与应用项目获得了建材行业技术革

新奖一等奖，日照海恩锯业有限公司和山东大学申报的条形石质板材

自动化上下料系统项目获得了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二等奖。 

协会还协助佛山慧谷机械有限公司的天然石材立体补胶生产线

项目向中国建材联合会申请建材行业技术鉴定，并于今年上半年在佛

山召开的技术鉴定会上通过了专家鉴定。协助湖南神力胶业集团公司

申报建材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并通过专家评审。 

继续在石材护理企业中开展企业资质申报和评审工作。在企业申

报的基础上，经组织专家评审，有 5 家新申报企业评定为二级、有

21 家新申报企业评定为准三级；有 10 家企业的三级资质复审合格。 

为促进行业的技术交流与推广，协会还举办了大理石硐采技术现

场交流会、矿山开采技术讲座、举办人造石材日常护理技术沙龙等活

动。 

部分石材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企业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水

平。北京石管家石材护理科技有限公司坚持科技研发，自主创新，加

快企业转型升级，通过了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体系认证，

快速拓展市场业务。并在北京新四板市场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家进

入资本市场的石材护理企业。 

协会经过组织专家考察和评审，授予广西贺州“中国贺州岗石之

都”称号。为推动石材行业向绿色生态环保方向发展，提升石材行业

的业态发展水平，同意将成都建工国际精品石材园列为“创建石材生

态示范园区试点单位”。 

    为总结“十二五”期间石材行业在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方面

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鼓励先进，促进石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协会在



 

行业内开展了石材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成果评选表彰活动，在推

荐和申报的基础上，经评选委员会评审，确定了最终获奖名单，其中，

创新突出贡献奖 11 项；创新领军人物 13 人；转型升级示范单位 19

家；创新品牌奖 20 项；创新成果奖 48 项，协会向在创新发展中涌现

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石材应用护理专业委员会对

2017 年石材护理行业的 87 个先进个人也进行了表彰。石雕石刻专业

委员会在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对雕刻行业中涌现的优秀企业和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10 人荣获“石雕石刻行业特殊贡献奖”， 34 家企业

荣获“石雕石刻行业优秀企业”， 15 人荣获“石雕石刻行业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 

 

六、发挥协会优势，促进国内外交流，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继续支持厦门、水头、云浮、青岛、南通、贺州、鄯善、安顺、

惠安、岑溪等地举办的石材展会，并在各个石材展会期间组织了协会

的相关配套活动。水头展期间，支持举办第一届中国石材金钥石奖评

选活动。 

在青岛展期间举办了与房地产企业、和设计师的交流活动。继续支持

举办中国昆明国际石博览会。为开拓矿权交易市场，与厦门石材商品

运营中心发起成立了“中国石材矿权交易平台”。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组团赴欧洲考察石材项目，帮助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在意大利维罗纳石材展期间，应意大利中国商会委托，协会

推荐了 7 位买家及设计师参与参观采购活动。还邀请了国内石材及建

筑、地产等专业人士参加意大利卡拉拉古城与白色石材艺术展。在厦

门展期间，与欧洲石材行业联合会举行会谈，有 20 多个欧洲主要生

产国的协会参与。 

 

七、发挥专业媒体作用，做好行业宣传和信息服务。 

做好信息分析工作，按季度发布行业经济运行分析，编制年度行



 

业经济运行报告，及时向行业和企业发布行业经济运行态势和发展趋

势信息，为企业、政府提供信息服务。继续发挥《石材》杂志、中国

建材报石材专版和中国石材之窗网以及石材行业媒体联盟的作用，向

业内外宣传石材行业。石材杂志社克服各种困难，在保证正常出版发

行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市场化经营，加强与广告客户及杂志订户的联

系，利用出差和展览机会宣传《石材》杂志，联络洽谈广告。同时不

断提高广告设计水平，尽最大可能稳定广告业务。并采取互登广告、

互换摊位等合作方式，扩大杂志的宣传、发行和征订，取得了一定效

果。2017 年编制并发布了《2017 年中国石材行业发展报告》，启动了

组织《中国石雕艺术史》编撰工作。 

 

八、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升协会服务能力。 

加强协会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协会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党的

领导，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提高协会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提升协会的服务能力。完成了

民政部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评为 AAA 等级。按照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的要求，完成了 2016 年年检中提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充分发

挥各个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分别在相关业务领域有针对性的开展了工

作，利用组织各种行业活动和召开年会的机会，组织举办各种论坛交

流 10 余次。8 月份正式成立了流通专业委员会，并在行业内开展企

业调研、标准制定、交流等相关活动。石材矿山专业委员会于 9 月份

完成了换届。石材应用护理专业委员会年会将以“石事求是·融合创

新”为主题在北京举行，会议规模预计将达到 300 余人，这将是石材

护理、地坪和清洗保洁行业近年来的一次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进行。 

  

 

 



 

2018 年工作要点 
 

在新的一年，协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积极推进石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三个攻坚战”。

加强协会的能力建设，提高协会引领协调服务的能力。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一、继续推进标准化建设工作，以标准引领行业发展。 

2018 年，联系国家石材标委会秘书处，要抓紧落实已列入计划的《无 

机型人造石英石技术规范》、《无机型人造岗石技术规范》、《石材护理

项目施工技术规程》等协会标准和《石材工业用设备术语和分类及型

号编制方法》（国家标准）以及国土资源部交予的《石材行业绿色矿

山建设规范》标准的制定工作。同时做好已发布各项标准的宣贯工作。 
 

二、积极推动《石材产业绿色发展与行动方案》各项工作的落实。 

启动 2018 全国绿色石材矿山宣传年活动，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加大 

规范装饰石材资源开发与开采的力度。整合资源，提高对石材资源的

综合利用。继续在全行业开展石材矿山达标活动，为创建绿色矿山奠

定基础。继续淘汰落后加工设备，加大石材加工厂污水排放治理的力

度，搞好清洁生产。促进各种先进加工设备与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

动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继续开展矿山、加工、人造石、石雕石刻和石材应用护理等

各类技术培训，提高石材企业员工的技术业务素质。 

不断完善和丰富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并根据地方及企业需

要开展定制化的培训服务。其中：石雕石刻的技术培训先进行培训工

作的试点，为开展系统培训工作打好基础。 
 

四、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促进行业创新发展。 

引导行业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促进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继续

开展技术革新奖、科学技术奖的申报评审工作，组织对新技术、新产



 

品的技术鉴定工作。继续在石材护理企业中开展企业专业服务能力认

定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五、深入调研，支持引导各地石材产业集群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 

深入各地调研，了解掌握石材行业发展的动向和脉络，行业和企

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协会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积极贯彻落实中央

提出的“绿色、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支持各石材产区政府贯彻

实施石材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加强石材产业园区建设，制定石

材行业准入条件，鼓励石材企业转型升级，进园区发展。搞好清洁生

产和资源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六、支持并参与各地的专业石材展，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继续支持厦门、水头、云浮、青岛等各地有关石材专业展会，并

开展相关行业活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组团赴美、欧洲、南美考察

石材项目，与国外同行进行技术和业务交流。组织企业参加维罗纳等

国际展，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七、发挥专业媒体作用，做好行业宣传。 

继续编制并发布《2018 年中国石材行业发展报告》。每季度对外

发布行业经济运行分析，编制年度行业经济运行报告，为企业政府决

策做好信息服务。继续发挥《石材》杂志、中国建材报石材专版和中

国石材之窗网以及石材行业媒体联盟的作用，向业内外宣传石材行

业，为行业发展服务。 
 

八、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升协会引领协调服务能力。 

加强协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协会工作人员

素质，加强内部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提升协会的引领、协调、服务

能力。充分发挥各个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在各个专业领域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积极发展新会员，壮大协会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