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医院 健康保障
▲香水海目前已经建成并投入使

用一所大型社区医院——卓达医院，
是经卫生部门批准的一级综合非盈利
性医院，院内科室齐全、设备先进，专
为业主提供医疗及健康体检服务，每
年为50岁以上的业主提供免费全身
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通过掌握业主
的健康信息，实现点对点护理服务。

黄金海岸 疗养胜地
▲卓达集团为香水海业主打造了私享的香水海海洋公园，独享1.8公里黄金海

岸线，是亚洲最优质沙滩，磁含量之高国内罕见，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利。

一流养老 专业养护
▲卓达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3+3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把专业的护理机制

及智能适老家居直接引入社区，从本质上解决了居家老人的照护难题。

教育资源 首屈一指
▲香水海所在的南海新区科教大

学城，是由南海新区与国内知名重点
高校共同打造的大型综合性人才培养
与科研成果转化基地。与香水海一路
之隔的北京交通大学威海分校已于
2015年招生开学，北京高科威海科创
城也已正式动工，来自北京高科大学
联盟12所成员高校的专家将在这里
围绕国家、省重大研发计划或科技攻
关计划发起挑战。

生态湿地 候鸟天堂
▲如今，日益凸显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卓达香水海的一块金

字招牌，香水河湿地公园正在申报国家级湿地公园……

北京 4℃ 严重污染 478 山东 威海 10℃ 空气优良 20新闻 网页 微信 图片 视频 知道 百科 英文 学术 更多

卓达香水海搜索引擎
当中国再次被雾霾窒息，到哪里去寻找令人神往的畅快呼吸？

完成 100%

物产丰富 民风淳朴
▲与那些闻名世界的海湾不同，香水海阔大辽远，气势恢

宏。在这片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海滩，胶东人世代打渔为生、繁
衍生息，无数个日出日落，斗转星移，人变换，海依旧……

立体交通 四通八达
▲南海新区汽车站与卓达香水海三期项目仅一路之隔，

威海市内实现了公交化运营，可直通高铁站和威海市中心，也
可直达烟台、青岛、济南等城市。香水海距威海大水泊国际机
场仅40分钟车程，立体化的交通使得业主可以选择多种方式
出行。

万亩松林 天然氧吧
▲经河北医科大学、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韩国新闻社

传统医学研究会等权威医学机构检测，卓达香水海空气负氧离
子含量高达11000CC/CM2，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空气负
氧离子含量的20倍，对气喘、心脏病、“三高”人群有极大的天
然理疗作用。图为清晨的卓达万亩松林。

金牌物业 呵护家园
▲在卓达集团众多产业中，有一个闪耀了20年的璀璨明珠

——卓达物业，全国物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第13名，河北第1名。

娱乐商业 应有尽有
▲集购物、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北欧小镇乐邻广场

今年7月开业，是一座配套完善、以服务业主生活为宗旨的多
功能社区商业综合体。如今在香水海，社区超市、特色饭店、
酒吧KTV、装饰装修、手机通讯、休闲茶室、古玩字画等各种
商业业态一应俱全，保证了业主的日常生活所需。

生态：纯净无暇 配套：十分完善 服务：宾至如归

体育休闲 运动健身
▲卓达香水海马术俱乐部、高尔夫练习场、体育馆等配套设施均已投入使

用。
按照规划，香水海还将建设五星级酒店群、温泉洗浴集群、高端盐泥康疗大

世界、大型体育公园、超大型滑雪道、溜冰道等等配套。未来，香水海将成为北中
国最有趣、最好玩的国家级5A景区，世界级游乐新兴目的地。

温泉养生
乐在其中

▲卓达香水海附近温泉资
源十分丰富，有汤村汤、汤泊汤、
七里汤等5处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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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西创集团包钢西创集团 中铁十七局集团中铁十七局集团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中铁电气化局集团 华融证券公司华融证券公司

卓达养老成为京津冀标杆 引领全国养

老产业发展风向

卓达养老产业倾力打造的京东南卓达太阳城养
老护理中心入选为民政部“国家养老示范基地”；荣获

“京津冀养老一体化（天津试点）”，为京津冀三地总共
入选的三大养老项目之一。卓达养老公司荣获河北
省质量奖“河北省服务名牌”，系全省养老行业唯一获
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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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百城安全农业信誉联盟 力促农业

现代化

食品安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激素、农药及转
基因等无节制应用，为国家食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
胁！针对此，7月2日，由卓达作为总盟主的“中国百城
安全信誉农业战略联盟”正式成立。加盟企业逾300
家。

卓达绿色富硒米、面、油、茶等系列，已被中国四
大保险公司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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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二产先行 三产联动”模式得到认可

各地政府纷至沓来，准备了棚改、旧改、扶贫房等
专项资金，搭建了高效融资平台，备好了土地，做到了
九通一平，盛邀卓达前去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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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感恩政府、感恩客户 千方百计为客

户资产保值增值创造条件

卓达针对石家庄、天津、三亚、山东等各地项目进
行重点梳理，陆续出台了客户快速退出投资款的绿色
通道及特惠产品政策。

保证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退出自己的投资款，同
时能够保证自己的财富保值和升值。得到了广大客
户的认可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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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项目含金量极高 发展潜力、升值空

间无限

卓达超前的战略布局优势已经凸显，六年前卓达
以每亩70万元整理的京东南土地2000多亩，现每亩
价格至少1200万元，房价已从今年四月6000元/㎡上
升至20000元/㎡！

从香水海到合肥滨湖新区，卓达不仅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同时建设的地产项目价值大幅提升，为广大
客户实现了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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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以创新为引领 成全球建材、建筑领

域拥有专利最多企业

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卓达集团共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提交专利12074项，已经受理8521项，获得专利
证书1978本 。

国内知名资产评估机构完成了对卓达新材威海
工厂、邯郸工厂、卓达文登蓝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
色装配式建筑潍坊工厂、哈尔滨工厂，卓达建工集团
飞跃钢构、青岛龙之源的股东权益和企业价值测算，
评估总价值达640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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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一年十二大收获
建者有其房——卓达模式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亿万千辛万苦建房者，人人买得起

房子！从而把生产者直接变成消费者！这是将供给与消费两侧问题同步解决！

12 自2015年11月以来，卓达成功完成向创造出无人可以复制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模式的现代化大
企业的转变。这个模式即一、二、三产联动，用先进生产力造城市。这个转变包括停止高成本融资，包括
董事长、总裁杨卓舒先生的自我革命与转变。

一年，一个全新的卓达！

卓达钢结构绿色装配式体系上升为国家

标准 填补世界此领域技术空白

卓达集团与德国能源署签约合作 打造

世界顶尖超低能耗绿色装配式建筑

6月17日，世界做高节能被动式建筑第一权威机
构德国能源署与世界顶级的绿色装配式建筑制造商
卓达集团签署合作协议，打造节能95%的全球超低能
耗的绿色装配式建筑。

中国每年有上百亿在建工程，如果普遍推广被动
式，则相当于新建15个三峡电站，新开了10个神府煤
田和大庆油田。

8月9日，“石家庄模式”在广安正式落地生根。石
家庄模式即通过绿色装配式建筑、卓达现代农业、卓
达养老、大健康等新兴产业，使贫困县全体贫困人口
一举脱贫奔小康。广安模式是在石家庄模式基础之
上，迅速做大绿色装配式产业，迅速聚集产业人口，打
造大城市。

石家庄模式和广安模式概括起来就是卓达模
式。卓达模式解决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根本
问题，就是人。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比传统建筑和
PC等，每平方米省工六七个，因此能够以每月4000元
工资、五险一金、八小时工作、有年薪假、休星期天、每
月600元伙食免费等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招工，组
建百万千万建筑产业大军。将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
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同时，高工资、高保障、高福利使他
们成为新兴城市消费大军。以他们的宅基地做首付，
每户一个劳动力，用按揭方式解决150平米房子，还贷
由卓达负责。

以广安为例，今年底前招工10万人，则10万X150
平米=1500万平米，每平米6000元，则900亿元。中国
经济和社会最大难题是消费问题。让劳动者有能力
消费，是卓达一大创造和贡献！

卓达绿色装配式成为河北地方标准 省

市政府可以大力推广

2016 年 10 月 31 日，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FR 复
合保温墙板应用技术规程》已批准为河北省工程建设
标准。地方标准完成后，卓达新材墙体能够实现更好
的与钢结构相配套，将极大促进包括河北等省市及全
国钢结构住宅产业的大发展。

大型央企积极与卓达合作 卓达独有优

势助力国企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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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连续八年城乡每年在建工
程约130亿平方米，建筑与装修值约20万亿元以上。
传统建筑大量消耗资源，毁坏环境，谁能取而代之，谁
就拥有万亿市场！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正是这种取
而代之的革命性的新兴产业。

6月18日，由卓达新材料科技集团申报的《装配式
玻纤增强无机保温墙体技术要求》，正式通过国务院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审批，已于6月份启动国家标
准编制。国家标准是最高标准。

这标志着我国拥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钢结
构装配式保温墙体产品，领先源于日本的PC大板技
术一个时代！是真正的原创，是民族的、是世界的。

石家庄模式在四川广安落地生根 广安

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

湖南省娄底市 山东省德州市

山东省淄博市 广西省玉林市

游遍大好逃离 霾雾
escape 卓达旅游地产、旅居度假产品任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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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旅居（度假）就选卓达旅居

特色产品 专享价格 特色服务

6天5晚养生度假

10天9晚养生度假

31天30晚养生度假

1198元/人

1800元/人

4980元/人

含星级住宿、营养餐饮、度假嘉年
华服务、机场接送、保险、私人医生、文
艺交流、温馨礼品、管家秘书、生日派
对等卓达旅居提供的近20项权益服
务。

面向全国布局的旅居基地，带您游遍大好河山
海南兴隆、海南三亚、海南海口、山东威海、东北伊春、河北坝上、天津养老示范基地……天下美景尽在

卓达旅居！

精彩快乐的旅居度假生活

游泳

旅游

一人办卡，全家度假，还可将部分度假时间权益赠送给朋友；两人同行，海南星级住宿每人每天最低
50元！最长100天星级住宿，卓达旅居基地任你选！

度假嘉年华服务：（基地不同，嘉年华服务项目及数量或不同）
舞蹈、唱歌、游泳、垂钓、温泉、鱼疗、电影赏析、棋牌、交友、读书阅览……使您享受多彩旅居生活！

（三年有效期）超值久久卡套餐：仅售9999元/张

卓达现房，产权式酒店，即买即得，知名酒店管理
公司托管经营，自住、收益两不误。

产品详询：
集团各销售现场或网点置业顾问

（部分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