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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装配式建筑在俄罗斯雅库茨克打下第一桩

4 月 27 日，在俄罗斯萨哈共和国（雅库特）成立 84 周年之
际，首都雅库茨克开始了新的、史无前例的建设，人们期待已
久，特别对17街区的居民。

当天，卓达集团在萨哈共和国首都雅库茨克市的项目动工
现场，打下了绿色装配式公寓建设的第一桩，正式开启了2、4、
17街区的城市住宅改造工程。

人民网报道
一年建成30万平米高品质绿色社区

卓达打造胶东首个钢结构“绿建三星”示范住区

4月24日，卓达香水海·乔郡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卓达
按照“绿建三星”标准，以钢结构装配式建造方式打造的首个绿
色住区，也是胶东地区首个钢结构绿色三星建筑示范工程。该
项目总建筑面积近30万平米，一年即可建成交付。

卓达开建石家庄首个
装配式高层住宅
上河原著27号楼正式动工

5月12日，位于石家庄新
华区的卓达上河原著二期正
式动工。引人注目的是，二期
项目中的第27号楼将完全采
用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科技
建造。这意味着卓达上河原
著27号楼将成为石家庄首个
装配式高层住宅。

“此次动工的上河原著二
期共包含3栋楼，分别是上河
原著 27 号楼、31 号楼、32 号
楼，其中 27 号楼完全采用卓
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工艺建
造。项目建成后，将开创石家
庄乃至河北省建筑工业化的
里程碑。”上河原著项目经理
高景忠表示，上河原著二期相
关证件均已办理，为项目启动
建设铺平了道路。“31号楼、32
号楼还是采用传统方式建
造。而27号楼总建筑面积约
为 2.3 万平方米，地上 26 层，
地下2层，因以卓达绿色装配
式建筑工艺建造，将极大缩短
工期，极大节约人力成本，预
计2017年便可完工交付。”

“一直以来，水泥一直扮
演着城市建设的主要材料。
但社会公众一般都不知道，水
泥在生产过程中会对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讲起卓
达上河原著27号楼开工建设
的重要意义，一位来自省住建
厅的老领导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据其介绍，每生产 60 吨
生石灰，要消耗 100 吨石灰
石，同时释放 40 吨的二氧化
碳。除了石灰石自身煅烧造

成的碳排放外，其煅烧中燃烧
大量的煤炭，也会造成大量碳
排放。“有数据显示，房地产、
建筑行业碳排放量占我国碳
排放总量的40%以上，其主要
污染不仅来自材料生产，同时
还来自施工过程中的扬尘。”

而卓达新材从原料和生
产方式实现了能耗和碳排的
绝对减少，极大保护了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据高景忠介
绍，卓达新材以工农业废弃资
源为原料，以自身掌握的核心
科技，将这些废弃资源转变为
经过国家权威检测的高品质
建材，杜绝了类似于水泥消耗
石灰石造成的污染。

“以 2015 年为例，受到雾
霾天气的影响，石家庄有近3
个月的时间处于停工状态，极
大影响了工程建设，延误了工
期。而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

因现场施工的清洁、绿色、环
保，可完全不受雾霾天气影
响，这对于工程建设来说，有
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据了解，卓达上河原著位
于石家庄新华区中华北大街
与古城西路交汇处西南角，一
期已于 2014 年 12 月入住，相
关配套、景观、物业服务十分
完善，是石家庄新华区为数不
多的纯熟景观大盘。

“卓达积极推进的绿色装
配式建筑，是国家所大力发展
的绿色产业。”河北省住建厅
专家表示，伴随着省政府出台
一系列强制性政策，省内各地
市都在积极发展绿色建筑、装
配式建筑，而卓达超前布局，
已经赢得先机。“装配式建筑
的春天已经来临，卓达装配式
建筑必将赢得前所未有的快
速发展。”

卓达上河原著二期正式动工，以全新科技开河北省会装
配式建筑高层住宅先河。图为开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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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在俄打下第一桩 开建雅库茨克新街区
4月27日，在俄罗斯萨哈

共和国（雅库特）成立84周年
之际，首都雅库茨克开始了新
的、史无前例的建设，人们期待
已久，特别对17街区的居民。

当天，卓达集团在萨哈共
和国首都雅库茨克市的项目
动工现场，打下了绿色装配式
公寓建设的第一桩，正式开启
了 2、4、17 街区的城市住宅改
造工程。

据了解，卓达雅库茨克2、
4、17 街区改造项目全部采用
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建造。
该项目用地面积44公顷，住宅
面积 498235 平米，商业面积
50603 平米，学校和幼儿园面
积 37608 平 米 ，车 库 面 积
114725平米。总投资240亿卢
布（约24亿元人民币），预计销
售收入380亿卢布（约38亿元
人民币）。

雅库茨克市市长尼古拉耶
夫·艾辛·谢尔盖维奇、萨哈共
和国外联部部长弗拉基米尔·
瓦西里耶夫、市杜马主席亚历
山大、卓达俄罗斯公司总经理
闫占富等出席开工庆祝仪式。

庆祝活动在令人兴奋的
欢乐气氛中进行。按照传统，
现场举行了颇具当地民俗风
情的开工仪式。与会领导们

则带着建设安全帽，拿起铁
锹，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一
边为项目培土奠基。围在四
周的当地居民欢声笑语，用掌
声表达他们期望项目早日建
成的迫切心愿。

雅库茨克市市长尼古拉
耶夫对卓达在“萨哈共和国
日”启动如此宏大的项目表示
祝贺。他说：“当我们刚开始
规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多人
表示了怀疑。特别是在俄罗
斯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许
多人认为这个项目是不现实
的。2015年1月，市政府与中
国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的卓

达集团签署协议，经过双方的
通力合作，如今我们克服了所
有困难，顺利进入施工阶段，
开启了城市建设新篇章。

尼古拉耶夫还表示，希望
在未来数年内把 17 街区打造
成雅库茨克最好的街区。“卓
达集团一定会不辱使命，完成
自己的所有责任。时至今日，
卓达集团一直在按照自己明
确的计划和进度进行工作。
高兴的是：在中国投资公司参
与我们建设工作时，我们雅库
斯克的公司也开始参与地方
建设”，他说。

卓达俄罗斯公司总经理

闫占富在致辞时，对雅库茨克
市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雅库茨克2、4、17
街区改造工程是卓达集团在
俄罗斯拓展的重大海外项目，
卓达将利用领先的绿色装配
式建筑科技，为雅库茨克市民
打造高品质的绿色生态住宅
和学校、商业等城市综合配
套，树立卓达装配式建筑在俄
罗斯开发的样板，为推动当地
城市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在17街区住了30年的柳
德米拉与另一位居民，作为区
域代表向卓达项目的开工表
示祝贺。她说：“今天是我们

所有居民的一个大喜事，我们
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言语
已经不足以表达我们激动的
心情。30 多年来我们一直住
在老旧的小区中。现在，我们
的孩子终于就要住到全新的、
现代化的社区里，我们实在是
太高兴啦！”

已是四个孙子奶奶的伊
丽莎白在80年代末来到17街
区定居，为自己带有残疾的女
儿得到了一套木制的一室住
房。“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个地
区最老的，当我第一次听说要
在这建新的住宅，特别的高
兴。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今

天要动工的消息，就专门过来
参加。听说卓达还要在这修
一所很好的学校，我真是替我
的孙子们高兴呀！”她笑着说。

“今天，我们是在庆祝两个
节日——萨哈共和国的生日和
我们新街区的开工。非常感谢
市领导和来自中国的卓达集
团，他们不惧遥远与寒冷，踏上
我们的土地，为我们建设新的
家园。”当地居民伊戈尔·瓦吉
莫夫满怀感激地说。

开工庆典结束后，当地很
多居民依然聚集在施工现场
不愿离去，不少人围着尼古拉
耶夫市长，就项目建设工期安
排、即将开工的基础设施工程
等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
目，我们的居民将从10多万平
方米破旧房屋中搬出来，转移
到全新的住区。这里将建成
60 万平方米高品质的社区和
城市综合配套。整个改造工
程将依法律法规，分阶段进
行。”尼古拉耶夫市长说，“我
们的中国建设者——卓达集
团已经做好了计划，用不了多
久，我们的居民就可以住进宽
敞、明亮、舒适的新居了。”

（该消息据俄罗斯雅库茨
克市政府官方网站报道）

一年建成30万平米高品质绿色社区

卓达打造胶东首个
钢结构“绿建三星”示范住区

4月24日，地处威海南海
新区的卓达香水海·乔郡项目
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卓达按照

“绿建三星”标准，以钢结构装
配式建造方式打造的首个绿
色住区，也是胶东地区首个钢
结构绿色三星建筑示范工
程。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30
万平米，一年即可建成交付，
绿色建筑已成为卓达地产开
发的独特竞争力。

开工仪式上，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住宅产业化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理事长梁小青对
浓缩卓达装配式建筑最新科
技的香水海·乔郡开工建设表
示热烈祝贺。她表示，卓达集
团香水海乔郡绿色住宅小区
是“三星级”绿色工程项目，通
过了绿色建筑住宅三星级的
专家评审，并经过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批准列入绿色住宅
示范工程，是符合国家三星标
准的“三星级绿色住宅小区”
项目。“希望卓达集团精心组
织，精心施工，将香水海乔郡
小区建设成我国品质一流、环
境优美的绿色示范工程，推动
绿色建筑、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普及推广，推动住宅产业化、
建筑工业化发展。”

“卓达香水海·乔郡采用
绿色建筑模式开工建设，对于
推行绿色建筑具有强烈示范
作用，将进一步促进绿色建筑
发展。”山东省房地产协会秘
书长李奇会强调，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提出要建设生态、低

碳、节能的住宅，以卓达绿色
装配式建筑工艺打造的香水
海·乔郡项目，无疑将对此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

“香水海·乔郡作为卓达
新材首个‘绿建三星’示范住
区项目落户南海，正迎合了南
海新区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
建设理念。”威海市南海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刘文杰在开工
仪式上表示，随着中韩自贸
区、蓝色半岛经济区等各项利
好政策落地，国家服务贸易试
点城市的逐步落实，威海已进
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南
海新区作为威海地区的最前
沿，将被打造成宜居宜游的生
态新城市。南海的绿色发展，
需要卓达这样的绿色建筑企
业的支持，南海新区高度认可
卓达为威海南海做出的巨大
贡献，相信卓达定能够将香水
海·乔郡打造成中国最高品质
的绿色住宅样本。

香水海·乔郡不仅是绿色
宜居理念的体现，更是卓达绿
色建筑科技体系的集中呈
现。据介绍，香水海·乔郡建
筑节能率达到75%，社区100%
配备住户太阳能热水系统，再
生水、雨水等非传统水源利用
率达到 40%。更不可思议的
是，这个面积近 30 万平米的
高品质绿色住区，建筑工期仅
需要1年多时间。

“乔郡整个社区的装配式
建筑构件、模块，将全部由卓
达新材威海基地在工厂流水

线上生产和组装。”卓达绿建
集团总裁刘锋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与传统建筑生产方式相
比，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平均
节省施工周期90%，节省人工
成本 80%，提高劳动生产率
8—10 倍 ，综 合 成 本 可 降 低
20%以上，工期大大缩短。在
安全性上，卓达绿色装配式房
屋已进行跌落试验，根据报告
结论，卓达绿色建筑可达9级
抗震，在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据了解，目前香水海·乔
郡已通过住建部专家组的评
审。不少专家认为，香水海·
乔郡是卓达新材全体系产品
与“绿色三星建筑”完美结合
的产物，在七大类评价体系中

“节材与材料利用”、“节能与
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

“施工管理”、“物业管理”、“节
地与室外环境”、“室内环境质
量”，完美实现或超越了各环
节的标准要求。

“绿色建筑已成为卓达成
功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标志。”
常富康表示，卓达面向未来的
建筑发展趋势，致力于推进建
筑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工业化
模式，以全自动流水线构建绿
色建筑，建造绿色生态化城
镇，助推中国绿色城镇化进
程。卓达绿建将会继续坚持

“低碳、环保”理念，以国际领
先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标准，打
造一个又一个绿色宜居住宅
小区，让绿色常驻千万家，不
断推动绿色建筑的健康发展。

中俄双方领导共同见证卓达项目启动 雅库茨克市市长就卓达项目具体事宜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人民网报道
卓达黑龙江肇东绿色装配式建筑基地动工

以新兴产业开启“振兴东北”新时代

搜狐报道
广东四会市政府考察卓达 支持新兴产业大发展

目前，四会市已向国开行、农发行申请了首批25亿元专项
贷款，将全部用于推动卓达大沙生态产业新城的建设与开发。
同时，依托卓达绿色建筑产业的强大带动力，为当地引入大量
人口，助力珠三角大城市化进程。

人民网报道
安徽肥西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工业园动工
千亿产业助推大合肥步入环湖发展新时代

中央电视台报道 4月1日-2日，CCTV-13《新闻直播间》、CCTV-证券资讯《品牌故事》对卓达绿色建筑科技亮相第十二届
绿博会给予了集中报道，对卓达引领全国绿色建筑科技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重点关注。央视两大频道同步跟进、密集播报
一个企业的发展成就，这在央视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卓达在推进国家住宅产业化、建筑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图
为CCTV-13《新闻直播间》、CCTV-证券资讯《品牌故事》报道截图。

央视网经济频道 在“第十二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莅临卓达新材展台参观指
导，勉励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快速发展。

中国周刊报道
卓达高品质匹配绿色建筑

走进卓达绿建新材现代化车间，只见煤矸石、粉煤灰、秸
杆原料被打磨成粉后，在气压的驱使下，通过一根根管线被输
送到车间外的原料仓，连接上了高达四层的自动配料系统，原
料在这里自动计量、搅拌，并向生产线输送……

4 月 29 日，卓达为落实中央“振兴东北”战略迈出重要一
步，卓达肇东绿色装配式建筑基地正式动工。肇东市副市长张
景春表示，2016年至2018年，肇东棚户区改造规模巨大。卓达
新材及其装配式建筑产业是国家所大力推动的绿色产业，双方
将以棚改工程为切入口，以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为支撑，为
肇东经济注入新活力，以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谱写“振兴东北”
全新篇章。

在国家城镇化、绿色化战略支持下，卓达全国各地全区域
大开发如火如荼，项目推进不断提速。继福建屏南、江苏洪泽
之后，安徽合肥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工业园也于4月1日正式
动工。卓达集团将在肥西建设年产能1亿建筑平米大型“绿色
装配式建筑工业园”，立足合肥，辐射华东绿色建筑市场。全部
达产后，每年可实现总产值约2500亿元，可创造税收约250亿
元，可解决100万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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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卓舒总裁表示，就业是区域实现城镇化、推进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关键，而创造有效就业是卓达绿色装配式
建筑工业战略优势之一

南川区领导一行参观卓达三层绿色装配式别墅，听取工作
人员对卓达绿色建筑生产流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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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杨卓舒总裁会
见了四川泸州市委常委、农
工委主任李晓宇一行，双方
就发展竹木产业、实现精准
扶贫异地搬迁与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举行了深入会谈。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川滇
黔渝四省市结合部，是国家长
江经济带重要区域性节点城
市。作为四川省唯一国家级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级市，
泸州市立足竹木资源优势，把

拓展竹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发
展竹木产品深加工，作为加快
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作和实现
异地搬迁精准扶贫、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途径。

双方协商，卓达将在泸
州打造绿色装配式建筑工厂
和竹钢建筑竹产业基地，在2
年内形成产能效益，有效解
决当地 100 万人口的就业安
置，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
地区就近城镇化贡献力量。

杨卓舒总裁会见山东
海阳市委书记李波

杨卓舒总裁会见四川
泸州市委常委李晓宇

杨卓舒总裁会见重庆南川区区长曹清尧
谋创中国大城市化“南川模式”

卓达 以新兴工业铸就中国大城市化之路
国与国的竞争，城市与城市的竞争，首先是工业与工业的竞争。工业领域胜出，将为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竞

争奠定系统性基础。不遗余力地发展先进工业、现代工业、未来工业，是综合国力长盛不衰的根本保障。
作为民族现代工业优秀代表，卓达建筑工业引领着国家建筑业绿色转型。伴随其发展步伐，高效、低碳、健康、环保

的建筑梦想逐步实现，全新建筑时代的鲜明旗帜已冉冉升起。

前

言

杨卓舒总裁会见邯郸冀南新区考察团
共商以现代工业助力邯郸经济加速转型

杨卓舒总裁会见山东齐鲁银行与禹城市政府联合考察团
谋划禹城新型城镇化大开发

齐鲁银行、禹城市政府与卓达集团会谈现场
海阳市政府与卓达集团会谈现场

在卓达集团领导陪同下，泸州市委市政府考察团参观卓
达集团自主研发建造的竹钢别墅及竹钢、木钢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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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香水海清新香水海 凉爽夏生活凉爽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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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香水海空气中负氧
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11000CC，对气喘、心脏病、“三高”人
群有天然理疗作用，是不可多得的养老养生胜地。

在一年一度的中国威海
卓达香水海螃蟹品鉴艺术节
上，淳朴的南海人沿袭着古
老的祭海习俗，用自己的方
式感谢大海的恩泽。▶

正当全国各地进入炎热的夏天之时，卓达香水海的清爽宜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购房者前来游玩置业。历经多年
的建设，香水海的美丽已非语言所能描绘，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心领神会。蓝天、白云、碧水、青林，似乎在诠释着永恒
的情谊——愿与君相伴，此生永不离。

▲如梦如幻的星空，似缅怀着逝去的过往，似憧憬着美好的
未来；时空流转，沧海桑田，而与你长相厮守之心与这星空一样，
永恒不变。

▲卓达香水海沙雕艺术节已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盛会

◀卓达香水海资源丰富，
盛产鱼、虾、蟹、贝、参等50多种
海珍品。图为渔民满载而归。

昆嵛山大樱桃以“北方
春果第一枝”的美誉享誉国
内外，口味纯正、色泽鲜艳、
无农药、无污染，深受各方青
睐。图为樱桃节游客在樱桃
园采摘樱桃。▶

◀图为参加采摘艺术节
的客户展示自己的成果。

4 月 22 日，重庆市南川区
区委副书记、区长曹清尧率团
考察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产
业，并与杨卓舒总裁举行会
谈。曹清尧表示，南川区是重
庆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
主战场，正加快建设“工业强
区、旅游名城、生态花园”，推
动先进工业、服务业的齐头并
进。此时卓达入驻南川，可谓
恰逢其时。希望双方加快洽
谈，力争早日促成项目落地，
助力南川大发展。

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展开

合作：1.共同推动现代建筑产
业发展，打造中国西南最大的
绿色装配式建筑基地，推广应
用2亿平米卓达绿色装配式建
筑，拉动区域相关行业升级；2.
推进南川农业资源与卓达富
硒农业结合，开发出富硒茶、
富硒米等系列农产品，推动当
地农业升级；3.结合当地气候
条件、自然生态，卓达将为南
川引进顶级规划，打造宜居、
宜养、宜健、宜游的生态新城，
开创中国新型城镇化、大城市
化“南川模式”。

4月24日，山东省海阳市
市委书记李波率团考察卓达
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并与
杨卓舒总裁举行会谈。

卓达绿建凭借独步天下
的优势，引来澳洲、北美、欧洲
及日本、台湾等海外大量代理
商。大型港口成为急需通道。
卓达位于威海南海新区自建的

港口目前还无法满足需要。故
此积极寻找出海通道。

双方协商，面向海外绿
色建筑市场，将海阳港打造
成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出海
口，同时打造年产3亿平米的
绿色装配式建筑工业基地，
以新兴产业凝聚百万人口，
快速实现海阳大城市化。5月7日，邯郸市冀南新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磁
县县委书记张晓波率冀南新
区管委会、邯郸磁县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一行 20 人来到卓
达集团考察，并与杨卓舒总裁
举行会谈。张晓波表示，邯郸
推动卓达建筑工业大发展的
决心坚定不移，将在邯郸市政
公建、棚户区改造、美丽乡村
工程中大量使用卓达新材及
绿色装配式建筑，同时携手卓
达，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园的发
展及溢泉湖周边村落开发。

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展开

合作：1.在冀南新区市政公建
中全面推广应用卓达新材；2.
将李家岗村村民全部安置到
卓达建筑产业园就业，以整体
改造实现李家岗村就地城镇
化，并以此为样板，面向周边
区域推广；3.全面推进邯郸市
溢泉湖周边的景区建设和溢
泉湖周边18个中心村的改造，
全面应用卓达新材和卓达绿
色装配式建筑，其中泥河村、
肖庄村已经完成初步规划；4.
充分利用当地历史文化积淀
和生态资源，打造全新旅游目
的地和文化产业新高地。

5 月 10 日，山东省齐鲁银
行副行长聂伟才、山东省禹城
市副市长司红玉一行来到卓达
集团考察，并与杨卓舒总裁举
行会谈。司红玉表示，卓达集
团业态全、前景好，卓达建筑
工业是国家大力发展的绿色
产业，市场空间非常广阔。欢
迎卓达进驻禹城，以新兴产业
推进禹城新型城镇化大开发。

双方协商，将以卓达绿色
装配式建筑为支撑，通过禹城
市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推动
1040个自然村的逐步开发，实
现拆村后上百万亩农田机械

化、农业现代化，同时将拆村
土地约 15 万亩向城市建设主
区域漂移，打造现代都市新禹
城。齐鲁银行副行长聂伟才
表示，已列入省计划的棚改，
齐鲁银行大力支持。

禹城地处环渤海经济圈，
是省会济南的“卫星城”。卓
达进驻禹城，将在禹城启动卓
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工业园，面
向整个鲁西北绿建市场，推广
应用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加
快区域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同
时，助力禹城市形成独特的产
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