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上午，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建筑业转型升级攻坚方

案（2017-2020年）》《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着力抓好企业培

育、发展绿色建筑、推进科技创新、优化发展环

境，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加快推动建筑业从

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推动河南由建

筑大省向建筑强省转变。

装配式建筑产业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始于创新，终于绿色，作为我省绿色建筑

产业的践行者与领跑者，河南国隆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隆实业”）专注于3D基材轻质

墙体板、保温装饰一体板、模块装配式建筑构

件、VR智能集成住宅、智能综合管廊预制、微

纳米负氧离子室内装饰板、3D基材户外板材、

3D基材干混砂浆等装配式建筑材料的技术研

发、材料生产、销售安装、服务建设，走出了打

造建筑产业一体化的绿色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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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郑伟伟

择一城终老，你会选择什么样
的房子？

是在传统建筑里的噪音、灰尘
中着急等待？还是像拆装乐高、造汽
车一样造房子的惊喜中翘首期待？

国隆实业给出的答案是后
者。这家诞生于2014年的建筑产
业化科技型公司，从诞生之日起，
就蕴含了“创新”“环保”“绿色”“变
革”等优秀基因。一进入国隆实业
办公大楼，琳琅满目的荣誉墙映入
眼帘：“中国中小企业创新100强”

“河南省装配式建筑及配套材料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河南省装配式
建筑配套材料智能生产车间”“河
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焦作市技
术创新先进企业”“集成装配式构
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轻质墙体
板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阿里巴巴

‘金品诚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产学研孵化基
地”……这家三年前在废旧工厂建
起来的公司，已经让这块土地焕然
一新，生机勃勃。

从一间房屋，到一栋别墅，再
到一个小镇，最终到一座城市，国
隆实业实现了“传统建造”到“智能
制造”的转变，“国隆实业应用世界
领先的建筑工业化技术，实现装配
式住宅建筑产业一体化，提供装配
式建筑体系制造商、生产商、供应
商一站式服务，以数字化成就装配
式建筑之美。”国隆实业董事长王
卫灯说。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装
配式建筑产业乘着发展的东风，发展前景日
益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绿色生
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
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
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
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
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国家住建部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到2020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超过40%，城镇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比例超过15%。今年8月22日，我省再次明
确了成品住宅的建设目标：自2018年 1月 1
日起，要求所有商品住宅全部按照成品住宅
设计，整体装修，不允许有毛坯房。

11月 22日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河
南省建筑业转型升级攻坚方案（2017-2020
年）》《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更让装配式建筑产业搭上了机遇的快车。

好风凭借力。国隆实业抢抓机遇，着力
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发展，为客户提供从设计、
生产到安装、维护、培训、劳务等一站式服务，
研发的装配式建材适用于多层、高层住宅，解
决装配式住宅房内、外装饰材料，已获得装配
式体系及配套材料 22项国家专利，还有 30
多项正在申请受理，已在市政工程、住宅别
墅、文旅项目等领域形成独有优势。

在国隆实业门口，“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
科技产业园”的牌子醒目地屹立，今年年初，
这个年产120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及新型配
套材料项目的科技产业园建成投产，获得国
家住建部“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称号，
旗下七大品牌9种新型装配式住宅建筑配套
材料迅速走俏市场，受到了省内外客户的青
睐。仅半年时间，国隆实业就收到了100余笔

订单，产品交付时间依次排至2018年3月。
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国隆实业不断加大

投入力度，将科技创新、节能环保、装配式建
筑融为一体。2015年至今，国隆实业先后与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财经大学、焦作大学、河
南经济战略协会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产学
研孵化基地，打造研发核心竞争力，不断推动
建筑产业朝着生态循环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进入国隆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科技产业
园，产品展示科技馆和研发中心施工正酣，王
卫灯对这两个场馆的建成充满期待：“我们拥
有专业的研发团队、成熟的科研体系和先进
的科研中心，致力于对装配式住宅建筑材料
的研发、替代，将来我们的所有产品都会在科
技馆展示，科研体系也会在这里实力呈现。”

实力造就未来。在10月12日到14日的
“2017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
设备博览会”上，国隆的装配式住宅房屋吸引
了广大参观者的驻足观看咨询，他们对这种环
保绿色高效节能的房屋纷纷表示赞赏和期待。

好风借力搭上机遇快车

何为装配式建筑，相比于传统建筑，有哪
些优点，又有哪些变革性改变？

据介绍，装配式建筑即结构部件全部
在房屋工厂内规模化生产，现场只须组装
作业。所有构件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拼装
实现构件工厂预制和现场装配化施工，从
而实现房屋生产工厂化、房屋商品柜台化、
房屋使用快捷化、房屋建造环保化。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像搭积木一样
盖房子。”王卫灯形象比喻道，在国隆实业
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科技产业园入口，“像
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硕大标语映入眼帘，

“这也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他说。
相比传统建筑消耗大量能源、资源、劳

动生产率低、建筑寿命短、抗震性能差且环
境污染严重的弊端，装配式建筑集万千优点
于一身：保温隔热、节能、隔音、抗震，薄墙
体、大空间，施工速度快、周期短、效率高，房

屋自重轻，全部可实现工厂化生产，结构的
废旧利用率为100%，是真正的环保建筑。

以国隆实业核心业务中的VR智能集成
房屋和BIM智能重钢房屋为例，VR智能集
成房屋每个系统由数个单元模块组成，单元
模块在工厂制造完成，房屋现场由单元模块
装配完成。集成房屋可拆装、可移动，不破坏
土地，可实现千百年来房屋的“不动产”属性
到“动产”属性的转变，可实现了房地产的“房
产”和“地产”的完全分离。

9 月 3 日，马来西亚 Johor Baharu 州
客商一行，不远万里，来到国隆参观考察
VR智能集成住宅，对国隆实业 VR智能集
成住宅房屋的建筑体系、房屋建设所采用
的绿色建材表示肯定，他们称赞这种模块
化房屋为“来自未来的房子”，对国隆的VR
智能集成住宅非常满意，与国隆实业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预计可向马来西亚出口

60000套VR集成住宅房屋。
BIM智能重钢房屋是以钢为建筑承重

梁柱的住宅建筑，高层、大跨度的建筑采用
钢结构更为理想，历届奥运会场馆多采用
这种钢结构形式。

“建筑总重轻，BIM智能重钢房屋体系
自重轻，约为混凝土结构的一半，可以大大减
少基础造价，在施工速度短，工期比传统住宅
体系至少缩短三分之一，一栋 1000平方米
BIM房屋建成只需20天就可完工。”国隆实
业一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速度有多快，我还
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该技术人员手指着正在
建设的国隆实业研发中心前的保安值班室，

“这个值班室从提出想法到设计再到施工完
成，一共就7天时间。”记者看到，保安室外观
精致，颇有江南建筑风情的范儿，“坐在这里
一点都不冷，材料保温。”保安笑着说。

N多优势打造“未来的房子”

在国隆办公楼西南角的园区，亭台楼榭，
廊架林立，太极八卦的元素也巧妙嵌入，几间
别墅样板间在夕阳的映照下别有韵味。

“这是我们倾心打造的‘国隆汉韵特色小
镇’，”国隆实业一位员工告诉记者，“这里全部
用得是我们的微纳米负氧离子室内装饰板、3D
基材户外板材、保温装饰一体板等材料。”

大块的田野，起伏的山丘，绿林夕照，归
家老牛，在田野之上，森林湖海之畔，落叶归
根，颐养天年，是很多在外打拼都市人的梦
想，小镇内的几栋轻钢别墅样板间让人惊
艳，“好想有一套这样的别墅”成了很多参观
者的心声。

轻钢别墅满足了“老家有套别墅”的美好
愿望，摆脱了传统手工式的粗放劳动和湿作
业现场生产，在工厂里根据设计图纸采用模
块化设计方法制造出房屋的每一个组成的
墙板以及主体结构，在施工地点就可以根据

图纸快速组装。
据了解，轻钢别墅在美国、欧洲、澳大利

亚和日本等国家已经普及，国内一些大城市
很多独栋豪华住宅也是采用这种结构，中影
《天下无贼》就曾取景于北京纳帕溪谷一栋颇
有名气的轻钢别墅。

漫步特色小镇内，花箱灵巧工整，廊架
错落有致，这名工作人员说，这都是采用国
隆实业的 3D 基材户外板材建造，3D 基材
户外板材是近年兴起的一类新型复合材
料，阻燃、防滑、环保，防变形老化、耐酸碱，
可被 100%回收，多种表面处理效果和颜色
选择，无需喷涂。

脚下的弯曲小路色彩丰富，情趣盎然，吸
引眼球，国隆实业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全部
由国隆的城市海绵砖铺就而成。城市海绵砖
被誉为“会呼吸的砖”，具有良好的透气、透水
性，能减少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同时水分蒸

发时可释放水分、增加湿度，对修复城市生态
起到重要作用。

在焦作备战“一赛一节”和“四城联创”过
程中，国隆实业的3D基材户外花箱入驻焦作
市人民广场、市会议中心，海绵砖装饰了城市
地面，为焦作形象默默奉献着国隆力量。

“这个特色小镇是我们的样板，接下来我
们将运用自己的产品打造集旅游、养老、度
假、民宿、影视基地于一体的文旅项目，对接
政府及各地企业，面向全国推广200多个文
旅项目。”这位技术人员介绍。

绿色环保，变革创新。时来易失，必先取
之。

“我们将借着省政府常务会议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东风，坚定信念，履行使命，壮大产
业发展，在未来两年内争取上市新三板，三年
之后进行IPO主板上市，为打造绿色建筑梦矢
志不移地努力。”王卫灯信心满满地表示。

汉韵小镇展示综合实力

国隆3D基材干混砂浆 国隆研发中心

国隆荣誉墙

国隆微纳米负氧离子室内装饰板

国隆郑州展会

国隆实业董事长王卫灯

国隆汉韵特色小镇

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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