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汇江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以初心使命践履中国砼产业生态创领者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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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起珠江，弄潮正当时。 汇江集团成
立于 2006 年， 总部设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心
城市佛山，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预拌商
品混凝土为一体，多年蝉联行业前十。 公司
一直致力于混凝土行业， 现已拥有骨料开
采、水泥加工、外加剂生产、混凝土搅拌、以
及一体化施工全产业领域 80 余家分、 子公
司，员工超过 1000 人，每年上缴利税超过一
亿元。

汇江集团拥有完备的保供体系， 自有
采砂场、采石场、水泥厂、矿粉加工厂、外加
剂厂可以满足原材料 20%以上，遍布全国的
招采平台， 更是汇聚了各地最优质的原材
料厂家，为汇江砂浆/混凝土的“质量、产量
双稳定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广西玉林 、
广东增城完成布点 ，肇庆 、中山 、珠海等地
搅拌站完成立项准备， 并在紧锣密鼓地筹
建当中。 科学布点，实现各个项目送货距离
最小化。

汇江集团旗下的鸿狮混凝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鸿狮公司），是汇江集团众多兄弟
企业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鸿狮公司成立

于 2007 年，毗邻佛山一环乐平出口，紧靠乐
平三江桥，占地 33000 平方米 ，拥有 8 条全
自动混凝土生产线， 年产能达 900 万立方
米， 产品覆盖 C20~C80 各种强度等级混凝
土及轻质、早强、防渗、抗折、耐酸等特种混
凝土。 鸿狮公司扎实修炼内功，尽心尽力为
合作伙伴们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资金支
持、税务支持、项目支持、数据支持，大家纷
纷称赞鸿狮公司把汇江集团“品牌强、品质
高、品类全”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自 2016 年起，公司蝉联“年度中国预拌
混凝土十强 ”“年度中国建材企业 500 强 ”
“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获得“中
国质量信用 AAAA 级企业”“广东省十佳守
合同·重质量企业”“国家质检合格·顾客满
意品牌”等荣誉称号。

并已通过 GB/T 19001-2016/ISO 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ISO 45001:2018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 系 、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等认证。 公司的生
产基地遍布华南， 每年可提供混凝土产品
5000 万立方米。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
动的战略资源。 在 9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的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并作
出重要部署。

古有齐用管仲成就霸业，今有汇江不拘
一格降人才。汇江集团在保持高速发展的同
时，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引进及培养。

近年来，为顺应行业发展，汇江集团投资
800 万元兴建总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的高
端建筑材料研究院， 成立水泥基建筑材料研
究中心、水溶性高分子研究中心、化学成分及
结构分析实验室、物理性能及耐久性实验室。
研究院成员皆由国内知名学者任首席科学
家，海内外博士、硕士以上人员担任主要研发
工程师。同时，与海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
立联合实验室， 追踪土木工程材料的前沿进
展，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培养高端研发人员。

汇江集团还与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研发低碳水泥并应
用在混凝土生产中， 已拥有逾百项技术专
利。 在各基地实验室，公司配备了先进检验
设备和优秀检验人员， 严把原料质量关，从
根本上保证品质，给市场伙伴提供过硬的产

品保障和强大的技术支持。
“重视人才，培育人才”，这是汇江集团

一以贯之的用人策略，也正是这样的用人理
念促使着汇江人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同
时也吸引了一批海内外优秀人才加入汇江，
为公司的发展添砖加瓦。 2019 年，公司成立
的技术研发中心就吸引了大批优秀海内外
人才的加入，包括海外留学博士、国内知名
学府毕业生等高端人才。

目前，公司人才库现已拥有专业人才近
千人，有混凝土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长于
经营管理的企业家、 活力四射的营销精英，
学成回国的海归、著名高校的骄子……大家
齐心协力并肩作战， 让汇江集团稳步向前，
不断壮大，勇担中国砼产业生态创领重任。

汇江集团的人才队伍建设还有一大亮
点， 就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让党旗在团队建设
的高地上高高飘扬。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汇江
集团党支部在 2020 年 8 月 12 日正式成立。
年轻的汇江党支部充满激情与活力， 组建的
“汇江至砼道合队”在“2021 年平胜社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知识竞赛” 中荣获
第三名。

2020 年 9 月 22 日， 中国政府在第七十
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
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

今年全国两会上 ，实现 “碳达峰 、碳中
和”目标更是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但
目前，水泥在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占到了
全球总排放量的 8%左右。 如果把混凝土行
业比作一个国家，那么它将是仅次于中国和
美国的第三大碳排放体。

针对行业这一痛点、难点、堵点，汇江人
在混凝土行业潜心耕耘十余年，在节能减排
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专业经验，及与之配
套的产业实力，获得《中国绿色建材产品认
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以及新建国有资
金参与投资建设工程的投标资格，并入选首
批《佛山市绿色建材名录》。

2020 年 10 月， 佛山市副市长赵海携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
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金融工作局等领导
莅临汇江集团，听取了汇江集团上市筹备工
作汇报，并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等工
作展开调研，对公司审时度势，创新发展，大
胆尝试企业转型升级，抢抓转型新机遇给予
了高度评价和非常务实的指导意见。

赵海表示， 汇江集团领导能审时度势，
创新发展，大胆尝试企业转型升级，抢抓了

转型的新机遇，并嘱咐各与会相关职能部门
为公司的发展上市，再生资源利用，搭建更
多的平台，加强支持力度，帮助公司用好、用
活各类政策，为佛山的建设添砖加瓦。

3 月 11 日，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组织评价专家组对汇江生产基地进行了现
场查验。 经综合评价，认定汇江生产基地的
废水、 废浆及废弃物实现了循环消纳利用、
粉尘噪声达标排放； 试验室软硬件齐全、管
理规范，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并授予汇江集
团“绿色生产达标评价三星级认证”，这是该
体系中的最高级别。汇江集团也是佛山市首
家通过该认证的企业。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这是佛山第一家获得此荣誉的混凝土
生产企业，在行业中树立了很好的带头示范
作用。 汇江集团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对粉
尘和噪声污染的合理控制，废浆、废水资源
的循环利用， 生产线和料场的全封闭管理，
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共赢，获得专家组
一致好评。 并寄语其他企业要以先进为标
杆，树立大局意识，弘扬勇于担当、争先创优
的精神，共同为推动佛山住房和城乡建设事
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汇江集团表示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
有源头活水来。 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鼎力支
持有如源源活水 ， 滋养汇江群贤毕至 ，少
长咸集，汇江人对此感恩不尽。 ”

混凝土产品对运输的时效性要求极其
严苛，能否准时、准确地把品种各异的产品
运到不同的施工地点，是对混凝土企业组织
协调能力巨大考验。在汇江集团配送平台上
可以看到，搅拌车的动向、车辆进场的位置、
方量分析、 生产调度等信息令人眼花缭乱，
却被“智慧大脑”有条不紊地调度着。

据悉，汇江集团配送平台能够实时监测
指挥千余辆搅拌车往返于工地与搅拌站之
间， 每辆车内都装有司机盲区检测预警、辅
助驾驶预警、驾驶员状态提醒，保证了混凝
土安全准时送达工地现场。

为匹配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5 月 12
日， 汇江集团第一批 150 辆搅拌车接收完
毕， 投入汇江集团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以
更强的实力迎接市场考验。 据统计， 公司
2021 年将新增搅拌车 1000 辆， 每月可提高
运力 168 万立方米，为市场开拓做好了充分
的运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信息流对于企业，相当于
神经系统之于身体。 汇江集团携专业团队倾
力打造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数据贯通财务管
理、生产管理、客户管理、办公管理，为企业飞
速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让信息多跑路， 人与产品的动线就会最

简。 汇江集团开发了多个平台方便客户信息
对接，不仅实现了电子签收，搅拌车位置实时
推送，全国服务热线 400-889-8888 为项目
工地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据悉，
汇江集团还自建调度运营平台， 已拥有强大
的数据处理能力，实时全面调度、监督货运航
船、配送车辆的运营情况。 保障原料、产品及
时准确地送达指定地点。

除了做好运输调控， 汇江集团另一大确
保为客户服务的措施即做好材料的供应保障。
针对骨料供应质量、产量的稳定供应，汇江
集团不仅与广业集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还
在佛山、肇庆、云浮等地了开设了骨料开采、
加工厂，并大力开拓海外供应平台，保证了
骨料供应质量、产量双稳定；针对水泥供应
质量、产量的稳定供应，不仅与中材、华润、
海螺等中国知名水泥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
还在佛山开设了水泥加工基地。

针对掺合料这种混凝土中加入的矿物
掺合料（改善混凝土内部结构、提高抗腐蚀
性），汇江集团秉持“所谓‘垃圾’，只是放错
了地方的财富”的观念，每年在唐山乐亭昌
旭建材有限公司消化工业垃圾 60 余万吨用
于生产掺合料，并帮助北方各地火电厂消化
粉煤灰 70 余万吨。

砂石看似不起眼， 内里却蕴藏着大世
界。 砂石、 钢筋通过水泥胶聚、 硬化而成
的混凝土， 改写了人类建筑史， 缔造了现
代大都市 。 如今 ， 汇江人经过不断探索 ，
已经拥有普通混凝土、 道路混凝土、 抗渗
混凝土、 水下桩混凝土以及特种混凝土五
大品类， 能够根据实际需要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

例如， 将普通混凝土应用于工业 、 民
用建筑中梁、 板、 柱等结构部位； 道路混
凝土应用于各大路桥工程， 汇江产品包括
抗折 4.0MPa、 5.0MPa， 抗折强度全部满足

设计要求； 抗渗混凝土应用于工业、 民用
建筑中有抗渗要求的施工部位； 水下桩混
凝土应用于工业、 民用建筑和桥梁工程中
钻孔灌注桩， 坍落度控制在 180-220mm 之
间； 根据施工技术要求定制各种类型特种
混凝土， 28 天龄期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

博智林机器人创研中心 、 海怡大桥 、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地铁三号线、 中海文
华熙岸、 三山西大桥……一个个地标性工
程项目， 无不凝聚了汇江集团混凝土的智
慧因子。

我国混凝土行业从作坊形式“传统混凝
土散户”开始，现在比较常见的是“预拌混凝
土搅拌站”供应模式。 “预拌混凝土”加上规
范、专业的“现场施工”，才可以成为有效的
“建筑构件”。 这其中需要有施工企业、运输
企业、 混凝土生产企业等多方节奏一致、密
切配合才能得以实现。

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塞泵/堵管等现
场事故，建筑主体出来裂缝等情况，往往出
自现场操作与配合方面的原因。

对此，汇江人积极探索，勇于承担，推出
的“混凝土生产 /施工一体化 ”模式，从产地
到工地一条龙服务，通过“关系重构”，简化
了配合，明确了责任，让操作更专业，配合更
默契，质量更可靠，成本更节约。成功解决了
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由于配合、操作等原因引
发的问题。目前，已经与碧桂园、越秀地产等
房地产一线企业开始了混凝土生产/施工一
体化方式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汇江集团已经拥有平洲
生产基地、三水生产基地、容桂生产基地、和
顺生产基地、增城生产基地、广西兴业生产

基地和砂浆生产基地等十余座现代化生产
基地，汇江住宅工业有限公司以及至道先进
土木工程材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其中，至道先进土木工程材料技术研究
有限公司是汇江集团所属独立的研发和技
术管理机构，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一期投
资 800 万元，致力于水泥基建筑材料、水溶
性高分子等领域研究，追踪土木工程材料的
前沿进展，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培养高端研
发人员。 现已拥有博士及硕士以上学历高级
研发人员 8 人，由国内知名学者任首席科学
家，与国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实
验室，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清华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大学等国内著名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有着长期协作关系，共
同合作研究项目、互派访问学者、定期进行
学术交流。

厚望如山，催人奋进。 如今，汇江集团立
足广东、布局华南，一步步将事业蓝图变为市
场版图，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物流配送全
部统一标准，让汇江产品更具规模优势，为各
地新老合作伙伴提供强有力的商砼保障。

AAAAA 起而行之 荣誉满载

近期， 广东省出台了 《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 对于巩固我省建筑业支柱产业、 绿色产业地
位， 增强企业竞争力， 加快建设建筑强省， 全面提升工程品质和产业现
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若干措施》 提到， 要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
品认证及生产应用， 开展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推广试点。

绿色建材是加快建设高品质建筑， 推动实现工程建设的高效益、 高
质量、 低消耗、 低排放的重要途径。 佛山作为广东建筑大市和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节点城市， 推广绿色建材， 打造建筑业发展新格局， 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作为中国砼产业生态引领者———佛山市汇江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江集团）， 走进汇江任何一个生产基地， 都可以看到遍布厂
区的降尘设备， 蓊郁的草木密布、 青翠欲滴， 让人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
家混凝土生产企业。 实际上这是公司始终践履企业的责任担当， 将绿色、
节能、 环保理念贯穿于生产全过程， 以稳定供应为合作伙伴筑桥引路，
凭借千锤百炼的技术和经验， 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千家万户的和谐与安宁，
为广东建材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汇江成海， 合筑未来。 汇江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汇江人在混凝
土行业潜心耕耘近二十年， 在节能减排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专业经验，
以及与之配套的产业实力。 在举国上下为实现 ‘2030 碳达峰、 2060 碳
中和’ 的伟大目标而全力以赴的大环境下， 汇江集团作为行业十强企业，
更要带头紧跟党的领导， 不断凝聚力量、 总结经验、 聚砂成塔、 汇江成
海， 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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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江集团平洲生产基地

感应式搅拌车清洗通道 汇江集团三水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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