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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协会文件 

中水协字〔2021〕12号 

 

 

关于缴纳中国水泥协会标准和质量专业委员会

2021年度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水泥协会标准和质量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和《会

费管理办法》规定，缴纳会费是每个会员单位的应尽义务。为此

请各单位大力支持分会工作，按规定缴纳 2021年度的会费，现通

知如下： 

一、会费缴纳标准 

1．副理事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0元； 

2．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0000元； 

3．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5000元； 

4．同时为中国水泥协会和分会会员的，无需缴纳分会会费。 

二、缴费时间 

请于 2021年 3月 30日前将会费汇至中国水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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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款账户 

名  称：中国水泥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百万庄支行 

账  号：0200001409014445122 

四、联系方式 

王长安 010-51167434、13381283367 

崔  健 010-51167446、13381289856 

为方便我们认领您的汇款，请在汇款时备注“标准和质量专

委会 2021 年会费”，并填写汇款确认单（附件 1）后发送至邮箱

wangchangan@ctc.ac.cn。 

 

附件：1．汇款确认单 

2．中国水泥协会标准和质量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名单 

 

 

 

中国水泥协会           

2021年 2月 22日     



- 3 - 

附件 1 

汇款确认单 

汇款日期  汇款单位  

邮    编  详细地址  

联 系 人  所在部门  电话  

本单位是中国水泥协会标准和质量

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缴纳会费金额（大写）____万____千____百元整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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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水泥协会标准和质量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1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2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3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4 四川峨胜水泥集团 副理事长 

5 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6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7 山东省水泥质量监督检验站 副理事长 

8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9 广东弘朝科技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10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11 内蒙古自治区建材产品质量检验院 理事 

12 云南省建筑材料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理事 

13 贵州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理事 

14 四川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理事 

15 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 理事 

16 广东省质量监督水泥检验站（广州） 理事 

17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理事 

18 黑龙江省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 理事 

19 河南省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理事 

20 北京工业大学 理事 

21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22 中国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理事 

23 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24 祥云县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25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理事 

26 四川省宁南县白鹤滩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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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27 华润水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理事 

28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理事 

29 湖南昌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30 基仕伯化学材料（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理事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材产品质量检验站 会员 

32 
龙岩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福建省水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龙岩） 
会员 

33 安徽省水泥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34 江苏省建工建材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会员 

35 福建省水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三明） 会员 

36 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会员 

37 河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38 山西省建筑材料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会员 

39 宁夏建筑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有限公司 会员 

40 福建省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41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会员 

42 湖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43 江西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44 吉林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 会员 

45 新疆建材非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46 重庆市水泥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47 陕西省装饰装修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48 天津市建筑材料产品质量监督监测中心 会员 

49 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会员 

50 大连市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会员 

51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枣庄有限公司 会员 

52 广东省梅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会员 

53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54 北京金隅水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55 沈阳山水工源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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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类别 

56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57 牡丹江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58 陕西省耀县水泥厂 会员 

59 句容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镇江光华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60 阿尔博波特兰（安庆）有限公司 会员 

61 江西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万年水泥厂 会员 

62 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63 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64 山东华银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65 西藏日喀则高新雪莲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66 盘锦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会员 

67 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68 喀左丛元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69 北京安科慧生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0 安徽科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1 北京人众创新工贸有限公司 会员 

72 广东蚂蚁梦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3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