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达新材全国九大项目同期隆重启动

面对海内外每年30万亿建筑市场巨大需求，手握万亿新型材料绿色房屋订单，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卓达集团此前已在全国开工建
设16座卓达新材工厂，响应中央政府加快推动住宅产业现代化号召，如今——

明年末，卓达新材将形成年产４亿建筑平米绿色模块化集成建筑产能，实现年产值１万亿元。

住宅产业现代化黄金时
代扑面而来，卓达新材全国
工厂建设风起云涌。2014 年
10月10日，在山东威海、北
上海启东、南京溧水、安徽
池州江南产业集中区、吉林
长春、陕西渭南、四川遂宁
七大城市，国家住宅产业化
基 地 卓 达 新 材 研 发 检 测 中

心、卓达新材建筑实验检测
中心与各地卓达新材七大产
业园同一天隆重动工，卓达
集团在住宅产业现代化的黄
金跑道上加速了大发展的飞
快步伐。

目前，中国有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每年高达 15 万亿
元 的 建 筑 市 场 ， 加 上 俄 罗

斯、东南亚、中东、非洲、
南美，全世界的整个新型材
料市场约有 30 万亿元，海内
外需求旺盛。但是，符合住
宅产业化要求的绿色新型材
料供给严重短缺。

在国际市场上，卓达集团
已与法国、毛里求斯等国家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与俄罗斯签

定了每年供 6000 万平米，价
值约 6000 亿成套住房的中长
期合约。卓达新材产品已远销
到中东、欧洲、非洲及东南亚
市场。在产能未形成之前，已
有上万亿国内外订单。

面对已握在手上的万亿海
内外订单，卓达集团急需扩大
新材各地生产基地产能。此

前，卓达集团已在黑龙江、河
北、山东、辽宁、湖北、安徽
等全国 16 个城市开工建设以
新材产业做先导的产业新城，
年内还将开工24座新城。

今年底，卓达新材集团
威海二期工厂、黑龙江哈西
乐安新区产业园、邯郸冀南
新区产业园和潍坊卓达新材

产业园将全部投产。加上今
天开工的九大项目，明年，
卓达新材将形成年产4亿建筑
平米绿色模块化集成建筑生
产能力，实现年产值 1 万亿
元，实现纯利润4000亿元。

卓达新材作为住宅产业
现代化新生产力代表，它正
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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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省长张庆伟率领全省
重点项目观摩团考察邯郸卓达新型材料产业园

时隔仅4个月，周本顺书记再次考察邯郸卓达新型材料产业园，他要求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
年底实现投产，为河北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崛起做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余陈军 朱
世军）10 月 9 日上午，河北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本顺，省长张庆伟，率领由省
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
大班子主要领导及全省各地
市市委书记、市长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等100余人组成的全省
重点建设项目观摩团，来到邯
郸冀南新区对卓达新型材料
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周本顺书记对卓达新材的绿
色环保性能和卓达集团在住
宅产业化方面取得的成就给
予了高度评价，勉励企业加快
建设，助推冀南经济发展，助
力河北绿色崛起。

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
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
瑞彬，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
华，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
记田向利等领导一同考察。

金秋的邯郸冀南新区，城
乡面貌欣欣向荣，项目建设热
火朝天。周本顺、张庆伟等乘
车穿过卓达新型材料产业园
高大宽敞的车间厂房，视察开
工 10 个月以来的建设成果。
只见工地上塔吊林立、车辆穿
梭、机器轰鸣……一派生机勃
勃的建设场面。随后，车队缓
缓驶向刚刚全面落成的卓达
新材展示区。

6月10日，周本顺就曾深
入到卓达新型材料产业园进
行调研，对园区建设提出殷切
希望和明确要求。时隔 4 个
月，周本顺书记再次来到卓达
新型材料产业园指导工作，河
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卓达新
材这一绿色高科技产业的关
心和鼓励，让所有卓达人深受
鼓舞、备感振奋。

周本顺书记一下车，就紧
紧握住前来迎接的卓达集团

副总裁杨继刚
的手。周本顺
书记微笑说：

“你们的建设
速度很快!”相
较他上次 6 月
份来的时候，
工地建设已经
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原先
的一片荒地，
现在已然是一
座气势恢宏的
多功能展厅。

“ 上 次 周
书 记 来 的 时
候，当时有的
厂区厂房才刚
开始竖柱子，
现在已经是全
面封顶，正在

做车间设备基础和内外管网
施工，预计年底一期工厂就可
投产运营。”杨继刚向周本顺
书记和张庆伟省长等观摩团
领导详细介绍了卓达新材产
品性能、工艺特点以及产业园
的建设情况。

周本顺和张庆伟一边参
观新材展示墙，一边听取汇
报。“现在展示在大家面前的
就是卓达新材的产品，它以煤
矸石、粉煤灰、农作物秸秆及
建筑垃圾为原料经过特殊工
艺制作而成，既具有木材的韧
性，又有石材的强度，作为优
质建筑材料，它完全摆脱了对
水泥的依赖，是建筑建材领域
的一次革命。”

当得知眼前一个个做工精
美、造型各异的新材产品可以
用煤矸石等尾矿废弃物为制作
原料时，张庆伟省长大加赞赏，

“尾矿不好处理，卓达新材用好

了它，就是做了大贡献，你们很
了不起，一定要好好推广!”

在展示实验区，周本顺书
记和张庆伟省长饶有兴趣地
观摩了卓达新材物理性能实
验，详细了解了卓达新材可锯
可钉、防火抗震的产品特性。
在防火实验环节，周本顺书记
和张庆伟省长伸手触摸刚被
1000 度高温喷灯灼烧的新型
材料，亲自体验了卓达新型材
料绝燃阻热的优良性能。“隔
热很好，不简单!”张庆伟省长
说，周本顺书记点头微笑表示
肯定。

成本造价高不高？在全
省发展情况如何？走进卓达
新材展厅，周本顺书记和张庆
伟省长看得认真，问得仔细。
杨继刚对此逐一做了汇报，他
表示，卓达新型材料的建房成
本每平方米在2000元左右，具
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规
模推广应用的条件，目前卓达
新材生产基地在唐山、廊坊、
张家口都有
布局，“现在
我们正与承
德市筹备建
设新型材料
产 业 园 ，利
用承德尾矿
生产绿色卓
达新材。”

“ 这 个
展厅都是用
卓达新材建
造的吗？”张
庆伟省长在
听完杨继刚
的 汇 报 后
问。“都是用
新 材 建 成
的 ，卓 达 新

材建造体系可以实现房屋建
造的标准化设计、预制化生
产、装配式施工，有效节省劳
动力成本，大幅缩短施工时
间，展示大厅一共 3000 平方
米，我们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就建好了。”听着杨继刚介
绍，一旁的周本顺书记点头称
赞。

“你们这个材料可以运用
到农村新民居建设中。”省委副
书记赵勇表示，省委省政府将择
机挑选几个试点，用卓达新材进
行新民居的建造，进行示范推
广，“近期省里要在固安召开相
关工作会议，希望你们在现场制
作好样板房，在全省推广。”

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
委书记田向利闻听此言表示，
秦皇岛青龙有丰富的尾矿资
源，非常适合卓达新材发展，

“我们发展旅游业，也需要大
量卓达新材制作的‘木栈道’，
欢迎你们去考察。”

“这个项目非常好!”在结

束考察时，周本顺对邯郸卓达
新 材 生 产 基 地 予 以 高 度 肯
定。他强调，只要看对了，选
准了，就要大胆地去做，卓达
集团务必要加快工程建设进
度，确保年底实现投产，为河
北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崛
起做出贡献，“省委、省政府等
着你们年底投产的好消息。”

据了解，卓达邯郸新型材
料产业园一期工厂年底正式
投产运营后将实现年产值 75
亿，二三期工厂全部完工后，
年产能可达 5000 万建筑平方
米绿色建筑，年产值 1250 亿，
可吸纳10万农民就业。

“周本顺书记、张庆伟省
长和全省各级领导的肯定和
鼓励，让我们备受鼓舞。”卓达
邯郸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张永
超说，“我们将不负重托，继续
攻坚克难，稳抓实干，完成年
底投产的目标，以高新技术为
支撑，以新型建材为载体，打
造河北经济新的增长极。”

周本顺书记（中）走上前亲自体验卓达新型材料的阻热性能。

周本顺书记（前右四）、张庆伟省长（右二）观看卓达新型材料宣传片，详细
了解卓达新材的各项性能。

九大新材基地开工特别报道 （详见二、三、四版）



卓达新材威海再发力
三大项目同一天奠基启动

本报讯(记者 魏 征） 江
风海韵北上海，狮舞龙腾彩旗
飘。10日，在一派喜庆热闹的
气氛中，卓达·北上海(启东)生
态产业新城启动仪式暨卓达
新型材料产业园开工奠基典
礼在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卓达项目现场盛大举行。

启东市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张建新，江苏省住建厅住
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徐盛
发，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吕四港镇党委书记
华伟，卓达集团副总裁兼华东
大区董事长谭步勇等出席启
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启东市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新表
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卓达
卓达新型材料产业园落户启
东，对启东市加快转型升级，
统筹城镇建设，促进民生，推
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
大。他说，“卓达集团在启东

营建全国新城镇化样板工程，
打造北上海生态产业新城，对
于启东市优质高端人口的导
入，新兴产业的导入，城市基
础配套设施的完善和提高，税
收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长有
极大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对于
启东城市生态的发展、环境的
保护、产业的升级转型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

北上海启东卓达新型材
料产业园，坐落于长江北岸，
与上海自贸区一江之隔、一桥
之远的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
区，是卓达·北上海(启东)生态
产业新城的启动区。产业园
总体规划占地14200 亩，其中
开工的一期项目总占地 1876
亩，规划设计生产外墙板材生
产线 16 条、结构板材生产线
8 条，将年产 1000 万建筑平
方米模块化集成房屋。产业
园整体建设完成投产后，将可
形成年总产能1亿建筑平米模

块化房屋，实现年产值 2500
亿元。

江苏省住建厅住宅产业
化促进中心主任徐盛发认为：
除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卓达集
团在启东设立卓达新型材料
产业园，对于区域环境改善、
居住品质提高、环境污染治
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转型升
级和健康发展有不可估量的
巨大作用，对于在长三角发达
地区推广应用绿色环保节能
建材具有重大意义，真正履行
了卓达作为国家住宅产业化
基地的使命。“作为产业主管
部门，我们将扶持卓达新材在
江苏的事业发展，推动卓达新
材在江苏全省乃至长三角地
区的推广应用。”

“这是目前卓达集团在全
国建设的最大的新型材料产
业园。”卓达集团启东项目公
司总经理顾本圣告诉记者，卓
达集团启投资建设如此巨大

规模的新型材料产业园，主要
是依托启东与上海自贸区仅
一江之隔、一桥之远的地理优
势，迎接上海及长三角的巨大
建筑材料消费市场，同时利用
港口便利，服务卓达新材出口
俄罗斯和东南亚市场。“这正
是我们选址于此的原因。”

“卓达·北上海(启东)生态
产业新城启动，标志着卓达集
团启东项目群的开发进入实
质性建设阶段。”卓达集团副
总裁兼华东大区董事长谭步
勇表示，卓达新材的巨大市场
将为卓达·北上海(启东)生态
产业新城提供发展动力，卓达
将通过发挥城市运营优势，持
续的投入建设，在启东建设一
座以新型材料、养老养生、健
康医疗、文化创意、休闲旅游、
教育培训等新兴产业支撑的
生态产业新城，“卓达北上海
生态产业新城必将成为长三
角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报讯（记者 郑 军）10
月10日，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卓
达新材研发检测中心奠基仪式、
卓达新材建筑实验检测中心奠
基仪式、卓达新材威海三期2000
万建筑平米产能工厂奠基仪式
在威海南海新区蓝岛卓达新材
生产基地盛大举办。

中国国家建筑材料检测
中心总工程师仇沱，国家住建
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工程
示范处副处长尹伯悦，山东省
房地产协会常务副会长金正
军，威海市南海新区管委副主
任邢海文，卓达集团常务副总
裁张建平等出席了此次奠基
仪式。

摩根大通、国泰君安、中
金证券、工商银行山东省分
行、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民
生银行武汉市分行、中国银行
吉林市双阳支行等 40 余家银
行及金融服务公司的领导也

出席了开工典礼，并参加了一
系列交流活动。

奠基成立的国家住宅产业
化基地卓达新材研发检测中心
和实验检测中心以住建部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为依托，聚集国
内上千名高级研发人员，装备一
流研发实验设备，建成后将成为
国内一流的绿色建材、建筑产品
研发、试验、检测综合机构；同时
卓达将借此完成住宅产业化标
准化体系建设，并以此为蓝本推
动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加快推
进住宅产业化进程。

仇沱总工程师介绍说，中国
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与卓达
新材具有常年的良好合作关系，
经过他们严格检测的新材产品
各项综合物理性能指标优于国
标、行标要求，具备了“绿色建
材”、“节能建材”、“保健建材”的
典型特质，成为真正绿色建筑的
必然选材！

“卓达集团肩负着提高住
宅品质、促进住宅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任。”国家住建部住宅
产业化促进中心工程示范处副
处长尹伯悦说，“国家住宅产业
化基地卓达新材研发检测中心
对加快科技和集成创新、推进住
宅产业化、提升住宅产业化率具
有重要意义。是住建部着手大
力推广新型建筑材料的重要一
步，这也标志着新型建材的研发
将朝着更为标准、规范、科学、环
保的方向发展。”

当天，卓达新材威海三期
2000万建筑平米产能工厂隆重
奠基启动。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1372亩，规划设计8条层压线，18
条辊平线。项目正式投产后，将
年产2000万建筑平米，年产值达
500亿元。

此前，2012年12月12日，卓
达新材威海一期工厂建成投产，
年产能100万建筑平方米，实现

年产值25亿元。占地500亩的
二期工厂也已全面建成，将于
2014年底投产，可实现年产400
万建筑平米，2015年即可达到产
值100亿元。

“作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的卓达集团，我们手中握有上万
亿元的新型材料绿色房屋订单。”
卓达集团常务副总裁张建平表
示，卓达目前已在全国开工建设
了16座新材工厂，并还在快速的
布局发展中，“卓达新材全国布
局，以世界一流的产品、世界最大
的生产能力，全力迎接海内外每
年30万亿建筑市场巨大需求。”

山东省房地产协会常务副
会长金正军对卓达集团的发展
思路给与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像卓达集团这样集产、学、研、用
为一体的新型建筑、建材发展模
式，将成为未来10年中国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助推中国
住宅产业化健康发展。”

各级领导为此次奠基仪式剪裁。

北上海（启东）卓达新材产业园开工
将建成全国最大产能新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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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集团常务副总裁张建平致辞。山东省房地产协会常务会长金正军致辞。国家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中心工程示范
处处长尹伯悦致辞。

中国国家建筑材料检测中心总工程师
仇沱致辞。

领导与嘉宾为三大项目开工奠基。

各级领导出席卓达·北上海（启东）生态产业新城项目启动仪式。

集团领导与与会嘉宾共同推杆启动项目。

启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启
动仪式上讲话。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与房地
产业促进中心徐盛发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卓达集团副总裁兼华东大区董事长谭
步勇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卓达集团副总裁兼华东大区董事长谭
步勇启动仪式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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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崛起
陕西渭南卓达新材产业园启动

渭南市委常委、副市长唐代治宣布陕西卓达新型材料产
业园项目正式启动。

卤阳湖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蕾与卓达集
团副总裁、华中大区董事长杨继刚代表双方签署卓达新材战
略投资合作协议。

唐代治副市长等领导观看卓达新型材料绝燃阻热实验。

本报讯（记者 刘少勋）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领，
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国家战
略为契机，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关中平原正焕发
出新的勃勃生机。10 月 10
日，在位于陕西省“大西安
都市圈”的卤阳湖现代产业
开发区，卓达新型材料产业
基地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卓
达集团在关中地区布局的首
个新型材料产业园项目。

渭南市委常委、副市长

唐代治宣布陕西卓达新型材
料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渭
南市政协副主席张志强，蒲
城县委书记、卤阳湖开发区
党 工 委 书 记 陈 振 江 出 席 仪
式。卤阳湖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王蕾与卓
达集团副总裁、华中大区董
事长杨继刚代表双方签署卓
达新材战略投资合作协议。

奠基仪式上，蒲城县委
书记、卤阳湖开发区党工委
书 记 陈 振 江 发 表 了 精 彩 致

辞。他表示，卓达集团独创
的“二产先行，三产联动，
新生产力造城”新型城镇化
特色运营模式与卤阳湖的战
略 定 位 和 发 展 思 路 高 度 吻
合，新型材料产业园项目对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周边
群众的致富增收将起到不可
比拟的带动作用。

“陕西卓达新型材料产业园
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卤阳湖
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建设进入到
快车道，我们将以良好的投资

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保证项目
建设快速推进!”陈振江表示。

奠基仪式上，卓达集团副
总裁杨继刚简要介绍了卓达新
型材料低碳、生态、节能、环
保、防潮、阻燃、保温、抗
震、美观、可塑性强、仿真度
高等独特优势和产业基地的投
资概况。

按照规划，陕西新型材
料产业园总规划占地约 5000
亩，先行启动的项目一期占
地约 1000 亩，将年产 600 万

建筑平米模块化集成房屋，
年产值约150亿元，将于2015
年 10 月建成试投产。二三期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实
现年产 3000 万建筑平米绿色
模块化集成房屋。产业园正
式运营后，将带动新材料家
具、饰材、装备、物流等多
个上下游产业，聚集5-10万
人口在这里生产生活，成为
西安都市圈、晋陕豫地区乃
至整个中西部住宅产业化的
新型材料供应基地。

“陕西卓达新型材料产业
基地的发展，将直接受益于
两大国家战略：新型城镇化
国家战略和晋陕豫黄河三角
洲国家战略。”卓达集团副总
裁杨继刚介绍说，关中平原
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正迎来
新 的 发 展 时 期 ， 对 绿 色 新
材、绿色建筑的需求将进入
爆发期，卓达陕西新型材料
产业基地的开工必将为卓达
整个新材版图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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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市委常委、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权
发宣布“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暨卓达绿色建筑（新材料）江南集中区项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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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徐 楠）
10 月 10 日，在这个金秋送爽、
丰收喜悦的时节，国家住宅产
业化基地暨卓达绿色建筑(新
材料)南京产业园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项目一期总投资达15
亿元，建成之后，将实现产能
300万建筑平米，产值70亿元。

南京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翟刚全在发布会上
介绍说，“卓达绿色建筑(新材
料)南京产业园项目于 2014 年
上半年正式入户溧水经济开发
区，实现了卓达集团在华东地
区的重要战略布局，而这也将
是卓达新材在华东地区最大的
生产基地。卓达绿色建筑(新材
料)南京产业园项目将成为溧水
区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新材产业园将分三期建
设，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
工建设，2015年年底即可形成

投产能力。据了解卓达绿色建
筑(新材料)南京产业园距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仅13公里，15分
钟即可抵达，是空港枢纽经济
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业园
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5000 万平方米的新型材料绿
色建筑，创造年产值约1250亿
元。

此次开工建设的卓达高科
技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园是
南京卓达生态产业新城的重要
产业板块。按照规划，南京卓
达产业新城项目将在溧水打造
集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养老养
生、文化创意、高端教育、新型
材料等多产业于一体的生态产
业新城，建成富有江南水韵、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新城区，融
入南京主城区，建成全国现代
化建设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刘虹希）10 月
10日，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暨卓达
绿色建筑(新材料)江南集中区项目启
动仪式在梅龙镇隆重举行。该项目的
奠基动工，预示着卓达集团参与安徽
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建设、打造江南产
业集中第一城正式拉开帷幕。

池州市市委常委、安徽省江南
产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权发宣布项目开工。江南产业
集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健文主
持仪式并致辞。

“卓达绿色建筑(新材料)项目开
工仪式是江南产业集中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件大事和喜事，是集中区
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取得的突破进
展。”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王健文对卓达集团能来集中区
投资兴业表示热烈欢迎。他要求，
各政府部门与卓达集团继续通力配
合、相互协作，及时解决项目建设
过程出现的各种困难，切实保障项
目建得快、见效早、发展好。

据了解，项目地梅龙镇处池
州、铜陵两个中心城市之间，是沿
江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和重要节点之
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同
时，江南产业集中区是安徽省历史
上第一个列入国家层面的战略性规

划、第一个由安徽省人民政府投
资、开发、建设、管理的国家级示
范区。

“既有重大利好的国家政策，又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卓达集团
决心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大发
展。”卓达集团项目委员会负责人朱
志民表示，卓达绿色建筑(新材料)
江南集中区项目启动只是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在经后5-10年内，一个
由卓达为主导企业开发建设的低
碳、绿色、智慧、可持续发展的、
宜居宜业宜游的产业新城在九华山
下、长江南岸，矗立诞生。

按照规划，卓达绿色建筑(新材
料)江南集中区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
100 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三期实
施，其中一期启动区 728 亩，建设
高科技建筑新材料产业基地，固定
资产投资为 25 亿元，年生产约 400
万平米建筑新材料，实现销售收入
75亿元。

卓达集团池州公司总经理殷忠
表示，卓达集团将整合国内外一流
资源，以高起点、高定位、大投
入，为当地创造持续产出、永续税
源为发展目标，打造江南产业集中
第一城，使卓达集团的品牌深入人
心。

参加卓达南京新材产业园开工新闻发布会的相关嘉宾。

卓达南京项目总经理翟刚全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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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东北城镇化发展 对接俄罗斯绿色建筑市场

长春双阳卓达新材产业园动工

长春市双阳区区委书记王明德(左）和卓达集团黑龙江公司
总经理张若石（右）共同为卓达集团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揭牌。

领导和嘉宾共同为项目开工培土奠基。

本报讯（记者 刘虹希）10
月10日，长春卓达绿色新材料
产业园奠基仪式在长春双阳
区隆重举行。这是继黑龙江
哈西乐安新区、辽宁海城之
后，卓达集团在东北启动建设
的第三个绿色新型材料产业
园。至此，卓达初步完成了卓
达新材在东三省的整体布局，
不仅可助力东北地区城镇化
快速发展，还将有效对接需求
旺盛的俄罗斯远东绿色建筑
广阔市场。

长春市双阳区区委书记
王明德和卓达集团黑龙江公
司总经理张若石共同为长春
卓 达 绿 色 新 材 料 产 业 园 揭
牌。长春市双阳区区长唐铁
生和卓达集团项目委员会副
主任朱志民先后致辞。长春
市双阳区人大、政府、政协等
部门的主要领导共同见证了
这一开工盛事。

双阳区区长唐铁生充分
肯定了长春卓达绿色新材料
产业园启动建设的重大社会
意义，高度评价了卓达集团
的战略眼光和务实作风。“此
次卓达绿色新材料产业园的

启动建设标志着双阳区招商
引资和产业建设进入崭新的
阶 段 。 它 对 双 阳 区 产 业 聚
集、推动劳动就业起到积极
的作用。国家目前大力扶持
东北老工业区重建，卓达集
团重资投入长春市双阳区经
济建设，应该说具有非凡的
战略眼光，必将赢得丰厚的
回报。双阳区政府将为企业
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
优质、高效的服务，确保卓达

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高标准、
高质量建成投产，早日结成
丰硕成果。”

长春卓达绿色新材料产业
园位于长春市双阳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由卓达新材料科技集团
吉林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长春
卓达绿色新材料产业园总占地
面积9000亩，其中启动区占地
506亩，计划年产能300万建筑
平米，2015年建设完工，并实现
当年投产。

“该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将
打造成集设计、生产、研发、销
售、物流为一体的绿色环保新
材料基地，带动商贸、家居、装
饰等建材上下游相关产业高度
聚集的现代化工业集中区。”卓
达集团吉林公司总经理刘洋表
示，卓达新材拥有国家数十个
专利技术，已经开发出轻钢快
装整体房屋、整体厨房等多种
住宅产业化配套产品，“目前我
们已拥有国内外万亿元的订

单，将全方位向国内外用户提
供最先进的低碳节能整体房屋
解决方案，引领低碳住宅产业
化革命。”

与卓达绿色新材料产业
园奠基动工的引人瞩目相比，
正在孕育中的卓达双阳绿色
产业新城其他产业板块同样
令人期待。

双阳距长春市中心区 37
公里，处于长春半小时经济圈
内，交通发达便捷，是长春市

城市规划空间格局中一个
十分重要的战略功能区。
依托双阳青山绿水、清洁
空气的自然资源优势，卓
达绿色产业新城将以建设

“国家健康养生城”为目
标，以“夏都·冬宫·养生”
为特色，着重建设卓达现
代生态农业、旅游产业、生
态养生产业，建设国际学
校、主题公园、高端酒店、
国际体检中心、温泉养生、
养老社区等高端服务设
施，通过与世界顶级品牌
合作，为长春市建设“夏季
清凉游憩之都、冬季休闲
养生之宫”，建设高品质的

养生养老新城区。
“在5-10年内，一个由卓

达为主导企业开发建设的低
碳、绿色、智慧、可持续发展
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产业新城
将在长春市双阳区诞生。”卓
达集团项目委员会副主任朱
志民说，“卓达集团将通过三
产联动，产城结合的模式，为
长春双阳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贡献一份
力量。

卓达新材入驻大西南
四川遂宁卓达新材产业园开工

本报讯（记 者 朱 世
军）10 月 10 日，遂宁卓达
蓝岛新材料产业园在四川
遂宁市船山区中国西部现
代物流港奠基开工，这是
卓达集团投资四川、布局
西南的第一个项目。遂宁
市委书记杨洪波对卓达集
团在遂宁布局建设卓达新
材料产业园予以了高度评
价。他表示，遂宁市委市
政府将积极推动项目发
展，把遂宁卓达蓝岛新材
项目推荐列为四川省重点
项目。

上午 9 时，遂宁市委
副书记、市长赵世勇宣布
开工令。市委副书记、船
山区委书记郑备，副市
长、市投促委主任邓为，
船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曹
斌，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胡铭超，以及卓达集团产
业办总经理蒲志东、卓达
集团遂宁项目总经理钢巴

特尔等领导共同见证了遂
宁卓达蓝岛新材料产业园
盛大开工奠基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邓为
副市长代表遂宁市委、市
政府向遂宁卓达蓝岛新材
料产业园的开工建设表示
热烈祝贺。她说，卓达集
团携高新技术斥巨资入驻
遂宁，从事新型建筑材料
生产开发，填补了遂宁建
筑新材料研发生产行业的
空白，将有利于调整优化
遂宁产业结构，促进经济
发展。

据了解，遂宁卓达蓝
岛新材料产业园总用地面
积约2800亩，建成后可实
现年产值 450 亿元。该项
目主要利用煤矸石、粉煤
灰、建筑垃圾、植物秸秆
等可循环材料，研发生产
模块化墙体材料、模块化
钢结构以及整体厨卫、整
体房屋等成套技术产品，
是遂宁未来几年重点建设

项目之一。
“遂宁项目是卓达集

团是投资四川、布局西
南的第一个项目。”卓达
集团产业办总经理蒲志
东 表 示 ， 遂 宁 位 于 成
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
中间地带，地理位置优
越，借助便捷的运输条
件，节能环保的卓达新
材将辐射整个大西南地
区。卓达集团将全力以
赴 加 快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
通过“二产先行、三产
联 动 ， 新 生 产 力 造 成 ”
的发展模式，在实现企
业盈利的同时助推当地
经济发展，实现合作共
赢。

按照规划，遂宁卓达
蓝岛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将
分两期建设，一期占地面
积 1200 亩，投资 30 亿元;
二期占地面积1600亩，投
资 45 亿元。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以中国大西南为主

要市场，同时可辐射南亚
及东南亚区域的新材料生
产加工配送基地。

“卓达新兴材料产业
园项目，是遂宁目前引进
的投资体量最大的工业项
目之一，相关政府部门会
坚持以诚招商、以信待商
的理念，想企业所想，急
企业之急，竭诚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全过程的优质
服务，努力营造一流的建
设环境，为项目顺利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邓
为副市长表示，政府部门
将与卓达集团一道，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
早竣工、早投产、早营
运，让卓达集团在遂宁收
获财富、收获成功。

遂宁市发改委、经信
委、商务局、投促委、环
保局、规划局、国土局、
住建局、国税局、地税
局、工商局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也出席了奠基仪式。

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世勇宣布卓达蓝岛新材料产业园开工。

遂宁副市长、市投促委主任邓为发表致辞，对卓达蓝岛产业园开
工建设表示祝贺。

卓达集团产业办总经理蒲志东表示，卓达集团将全力以赴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实现合作共赢。

遂宁卓达蓝岛新材料产业园举行盛大开工奠基仪式。 数千建设者参加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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