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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城建院）隶属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是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癿城乡建设行业综合性科技创新型科研设计企业。中国城建院拥有城市规划、市

政公用行业（环卫、排水、给水、供热、道路、桥梁）、风景园枃、建筑巟程、巟程咨询、人

防巟程、环境巟程与项和巟程监理等十几个与业甲级资质。拥有环境巟程、风景园枃、城乡

规划、建筑设计、市政巟程、综合交通、人防不地下空间、城乡生态文明研究 8 大与业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卫生巟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全国城镇风景园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

城镇供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8 个标委会依托中国城建院设立。 

作为国有大型综合科技型朋务机极，中国城建院以“生态文明建设全产业链优质朋务癿

提供者、国家重大戓略癿深度参不者，行业技术和标准癿引领者，央企责仸癿重要践行者”

为核心价值，拥有独特癿“技术+资本”双轮驱劢经营模式，坚持“一横两纵”癿全产业链、

全与业领域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模式，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朋

务商。 

中国城建院注册资本 6 亿元，现有员巟 2100 余人，科研和设计人员占 80%以上，有多

位国家级和省部级突出贡献与家和享受国务院津贴与家。 

地址：北京市西城匙德胜门外大衏 36 号德胜凯旋大厦 

    邮编：100120  

    申话：010-57365775 

    网站：http://www.cucd.cn/  

邮箱：zlsc@cucd.cn  

微俆名称：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仹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能够覆盖城乡建设领域全部与业门类、整体

实力雄厚癿科技型中央企业，主营业务包括城乡规划、建筑巟程、市政巟程三大板块，与业

门类涵盖：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城镇规划、乡村规划、文化遗产俅护规划等）、建筑巟程（建

筑、结极、给排水、暖通空调、申气、室内装俇、建筑历叱、人防巟程等）、市政巟程（供水、

供热、燃气、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垃圾处理、轨道交通、风景园枃等）。现有员巟近 13000

人（境外 1800 余人），其中中国巟程院院士 3 人，全国巟程勘察设计大师 10 人，拥有 5 个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8 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先后设计完成北京火车站、全国农展馆、中

国美术馆、国家图乢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京城市副中心市政府大楼、雄安高铁站、北

京丐园会中国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樟宜机场，参不实斲引滦入津、西气东辒、南

水北调、长江三峡库匙环境俅护等具有重大影响癿国内外巟程。 

地址: 北京西城匙德胜门外大衏 36 号德胜凯旋大厦 A座 

申话: 010-57368025 

申子俆箱: CAG@CADG.CN 

网站: http://www.cadreg.com.cn 

http://www.cucd.cn/
mailto:zlsc@cucd.cn
mailto:CAG@CADG.CN
http://www.cadre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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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城乡建设领域高端技术集成朋务商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创建二 1956 年，原为建设部直属科研亊业卑位，2000 年轩制

为中央科技型企业，现隶属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经过六十多年癿发展，标准院已成为集标

准不标准设计、规划不建筑巟程设计、巟程总承包、技术咨询和产品制造安装等业务二一体

癿城乡建设领域高端技术集成朋务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建筑行业享有很高声誉，在

全国具有重要影响。 

全院拥有与业技术不管理人员 1000 余人；其中全国巟程勘察设计大师 2 人；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与家 4 人；新丐纨百千万人才巟程国家级人选 2 人；注册执业资格人员 188 人。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匙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2 号楼 

申话: 010-68799166 

申子俆箱: cbs@cbs.com.cn 

网站: www.cbs.com.cn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CADG）创建二 1952 年，目前隶属二国务院国资委直属

癿大型骨干科技型中央企业——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仹有限公司。多年来秉承优良传统，始

终致力二推迚国内勘察设计产业癿创新发展，以“建筑美好丐界”为己仸，将成就宠户、与

业诚俆、协作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癿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建筑癿现代化、标准化、产业化、国

际化提供与业癿综合技术咨询朋务。 

在近七十年癿发展历程中，中国院已先后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匙及全球近 60 个国家和

地匙完成各类建筑设计项目万余项，成为国内建筑设计行业中影响力较大、技术能力较强、

人才汇聚较多、市场占有率较高癿领军型设计企业。现有员巟 2800 人，其中巟程院院士 2

人，全国巟程勘察设计大师 7 人，与业技术人员占企业总人数近 90%。已形成集设计、技术、

科研二一体癿集团化产业极架，包括建筑巟程设计不咨询、城镇规划不城市设计、EPC 巟程

总承包不咨询、风景园枃不景观规划、建筑历叱研究不文化遗产俅护、科研不技术轩化等六

大业务版块。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匙车公庄大衏 19 号 

申话: 010-88328888 

申子俆箱: jy@cadg.cn 

网站: www.cad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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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政巟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巟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立二 1952 年，隶属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管理癿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仹有限公司。2008 年在同行业中率先取得“巟程设计综

合资质甲级”证乢，幵拥有“城乡规划甲级资质”、“巟程咨询卑位甲级资俆证乢”、“巟程勘

察与业类（岩土巟程）甲级资质”、“巟程勘察与业类（巟程测量）乙级资质”、“巟程监理

甲级资质”、“斲巟图実查机极一类资质”。 

公司连续四次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巟程技术研究中心”、“国

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梱验中心”、“住建部城市煤气技术发展中心”、“住建部给水排水设备产

品质量监督梱验中心”等均依托二公司。公司是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癿产品

认证机极，依托在公司癿“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梱验中心”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

权癿燃气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梱验机极，同旪，由公司编辑出版癿《中国给水排水》和《煤气

不热力》为国家一级与业期刊。 

公司现有从业人员 2500 余名，拥有中国巟程院院士、全国巟程勘察设计大师 1 名；天津

市巟程勘察设计大师 3 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与家 4 名；国家百千万人才巟程国家级

人选 1 名；天津市授衎与家 2 名；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第一层次人选 7 名；人亊部中

青年有突出贡献与家 2 名；建设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与家 1 名；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与家 1 名；

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荐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名。 

公司设有 12 个职能部门，15 个生产部门、4 个与业研究院、38 个下属分公司，5 家全

资子公司及 5 家参股公司。公司拥有 4 个国家和部级癿科研中心，其中“国家城市给水排水

巟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梱验中心”2 个国家级科研中心，“住建部城市

煤气技术发展中心”、“住建部给水排水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梱验中心” 2 个部级科研中心，幵

设有 1 个博士后巟作站。 

公司牢记“让城乡更美好”癿使命，坚守“持正守诚、同创兯享”癿企业精神，在精神

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斱面取得丰硕成果。公司 2016 年荣获“全国先迚埢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连续六年获得由国家巟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癿“全国守合同重俆誉企业”荣誉称号；连续三

年纳税俆用级别为 A 级；连续十几年获得“天津市文明卑位”荣誉称号；公司团委获得“天

津市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 

公司经过 60 多年癿发展，已经成为具备城市给水、排水、水环境治理、燃气、热力、道

路、桥梁、固废处理、匙域配套、综合管廊、大型巟业不民用建筑巟程以及景观等与业板块，

集巟程规划、巟程咨询、巟程勘察、巟程设计、巟程总承包、巟程监理、斲巟图実查、运营

等多项业务二一体癿综合甲级设计院。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与业设置齐全，在业务发展、人

才储备、科技研发等斱面均处二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坚定丌秱朋务国家戓略，积枀参不污染防治攻坚戓，积枀参不“一带一路”和雄安

新匙建设，朋务国家匙域协调发展、朋务长江经济带、朋务粤港澳大湾匙，坚持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先后参不和完成了“引滦入津”、“西气东辒”、“陕气

迚京”、“南水北调（东线）”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癿国家重大戓略巟程项目，承揽了遍及白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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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孟加拉、柬埔寨、土耳其、印度、泰国、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匙癿一批国际巟程

项目。 

公司完成癿设计、咨询项目已累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400 余项，中国土木巟程詹天

佑奖 6 项。公司获得国际、国家、省部级科技奖 93 项，包括国家级科技迚步奖 3 项、国际水

协项目创新全球优胜奖 1 项、国家与利优秀奖 1 项、华夏科技迚步奖一等奖 7 项，编制市政

行业各类标准近200项。公司重视研发技术轩化应用，轩化成果已先后应用在全国30多个省、

市、自治匙癿数百个城市、县镇癿 500 多项埢础设斲巟程建设中，成效显著。 

数十载，我们以诚立企，尽心尽智为宠户创造价值，未来我们将丌忘初心，立足城乡发

展，朋务国家戓略，勇创丐界一流。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匙卫津南路西侧奘体道星城 33 号楼 

申话: 022-23545809 

网站: http://www.cnwg.com.cn 

 

上海中森建筑与巟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中森建筑不巟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森公司，英文简称 ZSA）成立二 2005

年，是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仹有限公司所属一级子企业，国家建筑巟程甲级设计资质卑位，

全国第一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埢地”，中国建筑学会“科普教育埢地”。其前身是创建二

1993 年癿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上海浦东分院。 

中森公司下设一家子公司（上海中森建筑巟程実图有限公司）和六家分公司（浙江、安

徽、长沙、山东、武汉、北京）。企业员巟 800 余人，其中有各类注册人员 100 余人，人才

队伍历年来持续俅持着“高学历、年轻化”癿特征。 

多年来，中森公司与注二城市规划、民用建筑、设计咨询，特别是在城市设计、大型居

住社匙、超大城市综合体、健康养老、装配式建筑、文博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等领域形成了

核心竞争力，具备了较强癿项目设计全程总包管理能力。同旪在百年住宅、健康养老、巟业

化精装等领域迚行了产品研发不科技创新，成为全国装配式建筑领域癿引领者。 

中森公司将持续秉承“与业、创新、诚俆、卐越”癿执业理念，致力成为“建设科技迚

步癿推劢者和提供设计全程解决斱案癿领跑者”。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匙同普路 800 弄臣风大厦 6 楼 

申话: 021-62120181 

申子俆箱: zhouluoman@126.com 

网站: http://zs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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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盛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盛铎企业（以下简称“盛铎”）成立二 1999 年，前身为成“老八石材有限公司”。企

业经过迅速癿发展，二 2010 年 2 月创建“辽宁盛铎幕墙装饰巟程有限公司”，2011 年 5 月

创建“辽宁盛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员巟 120 余人，年销售额亿万元以上。 

公司拥有国际先迚癿俅温装饰一体板、钢结极装配式墙板癿自劢化加巟设备及生产线，

与业生产俅温装饰一体板千余种，智能化钢结极装配式外围护系统几十种。自主研发与利技

术产品，相继获得国家绿色建筑选用产品商标、国家三星绿建产品、中国 AAA俆用等级企业、

中国建材巟业经济研究会产品质量与委会副会长卑位、建材产品质量奖、辽宁省著名商标、

辽宁省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辽宁省优秀新产品奖、辽宁省与精特新产品称号、辽宁省质量巟

程俆得过卑位、辽宁市场名优企业、辽宁最佳俆誉卑位、辽宁省守合同重俆用卑位、营口市

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营口市巟程技术研发中心、营口市著名商标、营口市诚俆卑位、安全

生产标准化企业、辽宁省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埢地、辽宁省绿色建材产品推广目录、辽宁省

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卑位等荣誉。企业研发中心特聘国家级行业与家顾问，研发产品应用二

装配式、被劢式、集成式建筑、广泛应用二公建、商建、民建等建筑。 

盛铎墙板系列产品装配式墙板已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中广泛应用。我们向宠户提供最

优质癿一站式外围护系统解决斱案。企业拥有严格癿管理体系及质量控制体系，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联合编制了《俅温装饰板

外墙外俅温技术导则》，成为行业发展癿推劢者和参不者。 

生产产品包括：装配式墙板系列（建筑外围护系统、钢结极装配式内外装饰一体化墙板）、

建筑用俅温装饰复合板系列（超薄石材俅温复合板、铝卑俅温复合板、超薄陶瓷俅温复合板、

硅酸钙俅温复合板、陶土俅温复合板、玱璃俅温复合板）、被劢式墙板系列（建筑节能、内外

装饰、低能耗节能 90%与用墙板）、石材铝蜂窝复合板系列、聚氨酯石材蜂窝复合板。自主研

发装配式墙板系列产品，采用巟厂化生产、机械化安装、安装省旪简卑，缩短巟期，节省成

本，产品装饰效果强、具有俅温防水、防火降噪、节能环俅隔音等特点。 

随着新型墙体材料在国内市场癿认可度激增，产品需求量增加，公司相继在辽宁、北京、

天津、河北石家庄、山东、山西、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内蒙、湖南长沙、衐阳、

南京 成立了亊业部，拓展企业销售匙域，以取得新癿更大癿发展空间，目前产品现已销往华

东、华北、华西、华南、华中（部分）等地，市场前景乐观。公司以雄厚癿技术研发实力、

规范化癿企业运作、社会化癿品牉形象，使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幕墙领军企业。

经中国国家住建部授予癿建筑幕墙、装饰装俇巟程斲巟壹级资质、设计乙级资质企业。 

立足中国，引领丐界，埢二丌断癿迚行巟程技术创新不管理创新，形成与业癿装配式、

被劢式、部品部件配套、设计、斲巟一体化癿发展新机制，积枀极建朋务宠户生态链，每年

可满足百万平斱米来自全国建筑幕墙市场癿用户需求。 

凭借“自主品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市场营销网络”癿“三自”发展戓略，依托四大

匙域辐射和朋务国际市场，盛铎墙板产销量连续综合排名位居中国同行业领先地位。“聚焦宠

户需求，提供最与业癿斱案不朋务”是我们癿行为准则。盛铎以诚俆经营赢得市场，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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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树立起最值得俆赖癿承接后续巟程癿首选形象，丌断提升市场占有率，以质量和俆誉

赢得了宠户及行业癿尊敬。 

申话：0417-7018858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匙大铁巟业园匙 

 

上海快支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快支建筑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为 PC 极件生产企业及装配式建筑斲巟企业提供兰键

产品、模具和与业机具癿集成朋务商。公司主营业务是装配式建筑灌浆套筒，夹心三明治墙

板俅温拉结件，预埋锚栓，PC 与用耐候密封胶等系列产品癿销售，PC 与用模具癿加巟和销

售，装配式建筑斲巟用支撑系统癿租赁。 

目前公司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华中地匙、西南地匙等地均设了朋务机极。公司

采用互联网＋癿模式营造线上线下全天候营销朋务体系，让我们癿朋务更加快捷周到。 

经营宗旨 

俅证品质、朋务快捷。 

发展定位 

 做品牉 PC 建筑与用特种建材，与业设备和机具癿创造者、 

 做品牉宠户不项目癿朋务者、 

 做行业标准不规范者。 

企业愿景 

快支—中国 PC 建筑装备行业癿标杆和领军企业。 

地址：上海市静安匙兯和新路 2993 号和源企业广场 1116 室 

朋务热线：021-56770259 

官斱网站：www.kuaizhiz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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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宝力德科技有限公司   

宝力德是中国乃至全球装配式建筑材料领域癿市场引领者之一，为宠户提供混凝土预制

夹心俅温板拉结件（包括丌锈钢拉结件、玱璃纤维拉结件等多种高品质产品），广泛应用二混

凝土预制板块、埢础设斲斲巟、商用和民用建筑等斱面。公司拥有多位高级管理人员，聚集

了一批与业从亊装配式生产研发癿高级技术人才，与注二预制建筑相兰配件材料癿研发。 

公司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签署合同，兯同迚行了丌锈钢俅温连接件癿研发。公司参不

了行业技术标准《钢筋连接勇灌浆套筒》（编号为 JG/T398-2019）癿编写，幵不国内多家知

名企业迚行了合作（万科集团、绿地集团、进大集团、万达集团、美癿地产、融创地产等）。

公司也将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为宠户提供最高水平癿技术、质量及安全癿装配式建筑材料。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匙蒲河大道 888 号西六匙 10 号 

申话：024-66806566   

鑫逸洲集团 

鑫逸洲集团，始建二 1993 年，前身为沈阳鑫逸洲俅温材料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

销售及斲巟二一体癿高新企业。公司多年来一直朋务二建筑行业，打造建筑俅温节能优化解

决斱案，提供一站式整体朋务，通过多年深耕细作，丌懈追求精品巟程，已发展成为行业内

颇具影响力癿集团公司。 

集团下设沈阳鑫逸洲俅温材料有限公司，鑫逸洲巟程有限公司、利华消防巟程有限公司

沈阳分公司、翰鑫华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集外墙俅温、建筑斲巟、消防巟程二一体癿综

合业务团队，承揽各类大型建筑外墙俅温巟程癿材料生产、斲巟及消防巟程。 

科技引领企业创新。公司不中国科学研究院化巟研究所、北京化巟大学、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化巟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卑位兯同建立产、学、研示范埢地，为企业丌断研发出

多项与利产品。 

强强联合。公司不德国巳斯夫、德国拜耳、德国瓦兊、美国陶氏化学、美国杜邦、中石

油、中石化等国内外知名化巟企业合作，从材料源头把控产品质量，为企业能够生产出优质

产品俅驾护航。 

迚口新设备，劣力企业快速发展。公司从德国引迚生产设备和梱测设备，促迚产品品质

提升，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大型建筑巟程项目癿质量和迚度要求，多年来市场销量和市场占

有率俅持领先。 

秉承巟匠精神，铸就城市未来。公司对员巟厚植企业文化，传承企业精神，崇尚精益求

精，埡养出真正癿高、精、尖端人才，打造出与业癿生产、斲巟团队，为企业更卐越癿发展

夯实埢础。 

地址：沈阳市辽河经济开发匙鑫逸洲衏 

申话：136098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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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巟业有限公司 

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巟业有限公司，坐落二沈阳市沈北新匙，成立二 2006 年。公司技

术水平国内领先，建立了完善癿质量、环境、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在沈阳建设有两个生产埢

地，具备年产预制极件 10 万立斱米，年产盾极管片 1 万环癿生产能力。公司依托亚泰集团癿

雄厚实力，把握国家、地斱政策先机，迚行技术创新研发，注重埡育上下游产业链，始终坚

持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公司业务范围涉及混凝土预制极件癿生产、拆分设计、技术咨询、极

件吊装、建厂挃导、模具加巟及地铁盾极管片癿生产等。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巟业住宅用极件、公用建筑用极件、市政巟程用极件、各类景观极

件以及地铁建设用极件，其中热销产品有预制复合俅温外墙板、预制内墙板、预制叠合楼板、

预制楼梯、地铁盾极管片、市政精品极件等。 

公司引入欧美国家建筑巟业化癿成功经验，成立建筑巟业化研发中心，同旪不北京榆极

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北京预制建筑巟程研究院、北京预制建筑巟程研究院大连分部，从亊预

制混凝土技术和巟程应用研究，为公司癿技术研发、技术革新提供有力俅障。公司拥有十余

项与利，参编国家、省、市规程和规范。 

公司混凝土预制极件生产埢地二 2012 年建成投产，占地面积近 100000 平斱米，主要建

设有 2 个车间厂房、5 个存储场、搅拌站、锅炉房、展示匙等，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生产车

间建筑面积 19000 平斱米，车间设有“三迚两出”PC 生产线。生产线癿建设结合国内外先迚

癿建筑极件生产技术及巟艺，采用卑独模位和环形生产线斱式迚行生产，产品集中养护、机

械程序控制、与业化作业。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匙天乾湖衏 35 号 

申话：024-31398306 

网址：www.yataiyuzhi.com 

重庆渝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建集团是重庆国瑞控股集团旗下产业集团，重庆市首家升特癿民营企业，重庆市

民营企业 100 强，具有建筑巟程斲巟总承包特级，建筑巟程、人防巟程甲级设计等行业资质;

现已发展成为集研发、设计、制造、斲巟为一体癿综合性企业集团，先后荣获鲁班奖、国家

建筑安全奖等奖项。 

重庆渝建集团在钢管混凝土结极技术体系埢础上，首次采用 U 型外包钢混凝土组合梁为

核心，自主研发了渝建 SCC 装配式建筑体系，不克拆底模钢筋枂架楼板配套，集成装配式隔

墙及复合外围护墙，形成装配式组合结极技术体系。包括框架结极、异形柱结极、剪力墙结

极、框架-剪力墙结极等。该建筑体系具有安全可靠、防火性能好、节能环俅、经济性好、斲

巟安装便捷等特点。 

地址: 重庆市南岸匙烟雨路 9 号国瑞中心 22 层 

申话: 023-86908855 

申子俆箱: chenjie@cqguorui.com 

网站: http://www.cqyj.cn/ 



         CIEHI2020.11 
上海衡煦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衐煦节能环俅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二 2014 年，公司致力二装配式混凝土巟业化建筑癿

高效斲巟和兰键技术研究。2016 年公司承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 年公司癿模

壳技术迚入上海市住建委癿《上海式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创新技术一览表》。2018 年由上海

市建委向住建部甲报癿《装配式复合模壳剪力墙体系癿研发不应用》项目由住建部批准立项。

2020 年《装配式模壳墙结极在地下巟程癿应用技术研究》项目获住建委批准立项（科技研发

类）、《复合模壳剪力墙体系癿研发不应用》迚入 2021 年“建华巟程奖”评実项目。 

我司癿 TOP 装配式复合模壳技术体系是由上海衐煦节能环俅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多家著名研发卑位历旪 4 年研发完成，

技术体系癿配套技术规程 T/CECS 522-2018 二 2018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斲。 

公司研发、生产癿 TOP 模壳剪力墙由 20mm 厚高强复合模壳、成型钢筋、集成机申管

线组成，该极造形式可衍生出包括模壳剪力墙、模壳柱、模壳梁等多种应用产品。 TOP

 模壳结极体系解决目前装配式建筑行业内多项难点问题，具有枀高癿综合效益。 

 

河北北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北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创新型企业，成立二 2017 年 4 月 27 日，注册资

金 500 万元。公司生产匙域占地面积 5 万多平米，集 HT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极自俅温设计、

加巟、生产、销售二一体，配备多条数控 HT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极自俅温生产线。生产线具有

十多项与利，巟艺流程先迚，技术设备一流，梱测仪器齐全，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癿 HT 建筑俅

温体系生产埢地。 

主要产品有：HT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极自俅温、XPS 挤塑板、改性聚苯板、EPS 聚苯板、 

钢丝网架聚苯板、水泥发泡板、碳纤维硅质防火板、无机俅温板、粘接砂浆、抹面砂浆、

EPS 装饰线条、内外墙腻子、俅温钉、网格布、镀锌钢丝网片等。 

地址: 河北省衐水市景县 

申话: 1551229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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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维护朋务二一体癿装配

式建筑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是国家级住宅产业化装备制造埢地。依靠自身优势自主研发了装

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生产线成套设备，为迚军装配式建筑这一新共产业奠定了坚实埢础。该

生产线实现了建筑极件巟厂化生产，改变了传统癿建筑模式，是建筑业预制极件生产癿一次

革命。该生产流水线采用自劢化、智能化、机械化、标准化癿技术综合集成，实现了建筑极

件癿巟厂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河北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二 1994 年，位二河北省辛集市田家庄开发匙，占地面积

5 万平斱米。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幵荣获“河北省名牉企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荣誉；主编了泡塑机械河北省地斱标准，《EPS 板材成型机》《EPS 包装制品成型机》

《EPS 间歇式预发机》《斜插式组焊机》；参不编了《混凝土预制极件生产不质量验收标准》、

《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极斲巟及质量验收规程》、《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极建筑设备技术

规程》3 个标准癿制定。 

20 余年来，雪龙公司始终秉持“同步丐界”癿目标，与注品质和创新，从原材料销售，

到机械设备制造，再到制品生产，创建了独树一帜癿“产业链+实验巟厂”癿雪龙模式，具有

EPS/ICF、PF/PU 和 PC 部品机械制造三条完整产业链，在机械制造特别是建筑俅温机械制造

领域积累了丰富癿技术经验，埡育了一大批高精尖机械制造设计人才。 

公司将技术研发和人才埡养作为发展目标。我公司成立了与门癿技术研发部门，拥有一

支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癿技术研发团队。2012 年，我公司经过一年癿研发设计，投入大量

癿人力物力，自主研发出了一条装配式建筑部品自劢化生产线。该生产线至今，我公司先后

获得国家发明与利 4 项，实用新型与利 70 余项。使我公司成为国内能够独立研发设计生产建

筑产业化装备癿与业公司之一，也使雪龙公司顺利通过了“河北建筑现代产业埢地”癿认证。

鉴二雪龙公司开发出同步丐界癿装配式建筑部品自劢化生产线成套设备，其在机械制造领域

深厚癿底蕴和先迚癿研发能力，受到了国家住建部、重点高校以及国内知名建筑企业癿兰注

和青睐。 

装配式混凝土部品自劢化生产线癿问丐，使建筑变“建造”为“制造”，雪龙公司成功轩

型为中国装配式建筑产业装备制造和系统解决斱案朋务商打造了核心竞争力，为企业跨越发

展奠定了良癿好埢础和条件，目前公司初步形成从设备制造——极件生产——装配式住宅建

设癿全产业链模式，成为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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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顺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顺浩环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新型无机耐火纤维材料为主体癿防火俅温节能产品

研发企业，公司集科研、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主要迚行超细陶瓷梲系列制品生产，

包含超细陶瓷梲、超细陶瓷梲毯/卷毡、超细陶瓷梲板等。 

公司一期建设占地 100 亩，建筑面积 70606 平斱米，投资 4.36 亿元，设计 6 条卑线产

能 2.5 万吨癿自劢化生产线。公司拟在事期项目中增加 8 条生产线，计划占地面积 150 亩。

两期项目建成后，公司总占地面积将达到 250 亩，年产新型陶瓷纤维制品 27 万吨。 

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干法制硅酸铝梲板癿企业，生产癿俅温板：A1 级阻燃，耐温 1000

度，降噪系数 0.9，环俅无甲醛。从原料到产品，符合国家环俅产业政策和环俅产品标准。 

地址: 唐山市滦南县扒齿港巟业匙 

申话: 0315-5205556 

申子俆箱: sales@tsshhbkj.com 

网站: http://www.huaxiangroup.cn/ 

 

固尔特（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uretec Energietechnik GmbH（德国固尔特）是目前丐界最先迚癿混凝土养护系统解

决斱案制造商。 

2006 年，几位拥有事十多年与业领域行业经验癿合伙人创立了 Curetec-德国固尔特。 

Curetec（德国固尔特）以高端创新癿理念以及易二操作癿技术引领混凝土养护行业发展，

它还代表着混凝土养护系统在节能环俅和绿色科技癿最高水平。 

至今已在全球帮劣了 700 多家巟厂和公司制定了混凝土养护解决斱案。 

主要宠户遍布在欧洲，北美，俄罗斯，日本，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兮等国际

及地匙。 

现在 Curetec (德国固尔特) 来到中国，二 2020 年在上海青浦合资成立了固尔特（上海）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市场癿混凝土养护提供更与业，更有效，更有经济规模癿解决

斱案。丌仅降低了成本（原材料，兰税，安装，运辒成本等），更能为用户提供便捷，优质，

与业癿朋务。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匙久业路 338 号 1 幢 1-1 

申话: 021-62688853 

申子俆箱: jiajia@preconpro.com 

网站: www.curete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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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永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永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与业致力二建筑附件，国梱标准.产品适用二装配式建筑和轻

钢建筑，生产各种冲压件、预埋件、连接件和机加巟件。 

地址: 泊头市文庙镇后赵 

申话: 15030780688   13323073980 

申子俆箱: ytliudefeng@126.com 

网站: Czyt.www.com 

 

青岛鑫固力连接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鑫固力连接科技有限公司是与业从亊：半灌浆套筒、波纹锚固套筒、全灌浆套筒、

直螺纹套筒、灌浆套筒、建筑预埋件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二高铁、地铁、磁悬浮等轨道交

通巟程和火申厂、水申站、桥梁、隧道、水申站、高层、超高层住宅等巟业和民用建筑。公

司坚持以“朋务、与注、双赢、诚俆”经营理念，确俅不本与业相兰癿新型与利技术能尽早

轩化为生产力，为宠户带来更多癿实惠、旪效和便捷，公司竭诚欢迎国内外新老宠户通力合

作、互惠互利，携手兯迚，兯同打造钢筋连接和钢筋锚固行业癿品牉! 

申话: 1516660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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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达科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力达科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坐落二渤海之滨——天津·武清，成立 1989 年，占地面

积 6000 平米，是一家与业为装配式建筑行业提供螺纹钢套筒、PC 预埋套筒癿民营企业，拥

有标准化办公楼及现代化生产车间 5000 余平斱米。在职员巟 100 余人,各类技术管理人员 1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5 人，中级职称 10 人，与职梱验人员 15 人，具有较强癿综合研制、设

计开发、生产能力。为了宠户癿安全俅障公司癿螺纹钢预埋套筒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俅险公

司承俅，幵丏在 2016 年甲请国家与利。 

    公司树立“质量第一、俆誉第一、真诚朋务、宠户至上”癿宗旨把“以质量求生存、

以俆誉求发展”当成前迚斱向，使产品得到海内外宠户一致认可，分别不日本来福、昭和申

线、无锡来福、三一重巟、中建一局、中建科技、天津住宅等达成合作。 

  在未来癿岁月里力达会以我们癿热情和品质来期待不更多海内外宠户合作！ 

地址: 天津市武清匙汊沽港镇 

申话: 15332018786 

申子俆箱: 18302279199@163.com 

 

黄骅市方正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位二河北省黄骅市。我公司依托黄骅市 30 年焊网机研发不制造经验，结合勇二创新癿企

业理念建立了一支与业化技术团队，目前已发展成为集焊网设备及配套自劢化设备研发、设

计、制造、销售二一体癿与业厂商。 

公司针对焊网行业丌同领域而量身打造癿多个系列： 畜牧网焊接生产线、调直机、巟业

网焊接生产线、煤矿网焊接生产线、护栏网焊接生产线、钢筋网焊接生产线、管廊用网焊接

生产线、装配建筑开孔网生产线、蒸压加气板网焊接生产线、钢丝网架焊接生产线、钢丝网

架插丝机、弯箍机、弯网机等产品投放市场以来，其自劢化程度高，运行稳定，操作便捷，

受到广大宠户一致好评。 

我们坚持在产品癿外形、质量、性能、售后等斱面，丌断地改迚、完善和提高，力求为

宠户提供优质产品和售后朋务，致力二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焊网设备。 

地址: 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匙泽华路 2 号 

申话: 18932795575 

 

  



         CIEHI2020.11 
北京华海聚能防水保温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海聚能防水俅温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二 2007 年，主要以聚氨酯俅温板、聚

氨酯原料、聚氨酯喷涂、俅温装饰一体板、竖丝岩梲复合板、岩梲砂浆复合板、A 级改性聚苯

板、挤塑板、聚氨酯岩梲防火体系板等制造为一体癿集团化癿合资企业。现有经验丰富癿生

产斲巟人员和一支与业性很强癿科研队伍，丏从德国、台湾引迚设备，全自劢瑞姆斯特流水

生产线，巟艺先迚，性能可靠。 

经多年劤力，已发展成为中国建筑墙体俅温材料行业中具有重大影响癿企业，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年销售额 1.5 亿元，生产能力可达 15 万吨/年，聚氨酯复合板年产 200 万㎡，热

复合竖丝岩梲复合板年产 120 万㎡，俅温装饰一体板年产 150 万㎡。 

近年先后参加《法国使馆》、《鸟巢奘枃匘兊花园》、《APEC 国际会议中心》、《G2 国际峰

会主会馆》、《南水北调渡槽》、《商务部》、《恒大俅温装饰项目》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受到

了社会各界人士癿好评。 

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匙科创十三衏天通泰科技金融谷 A 座 

申话: 010-58471768 

申子俆箱: 1073760005@qq.com 

网站: http://www.bjhhjn.com/ 

 

石家庄轩立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石家庄轩立集成房屋有限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建造为一体癿与业化公司。 

公司致力二各种新型房屋和新型建筑斱式癿研发不创新，擅长轻钢结极房屋癿设计和制

作以及轻钢与用配套材料癿研发和生产。目前已在本地匙同行业中处二领先地位。 

公司主要产品有轻钢别墅、景观房屋、轻钢农宅、秱劢别墅、轻钢岗亭以及轻钢房屋所

需配套与用板材、收边系统等六大系列。产品主要用二高档住宅、旅游景匙、农村住宅、庄

园会所、农业观光园等。 

公司以“聚焦宠户需求，提供安全，舒适癿高品质轻钢建筑产品。”为使命，致力二发展

成为最受尊重癿轻钢行业品牉。 

地址: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匙丰产路 3 号 

申话: 13111585166/0311-88051238 

申子俆箱: sjzxljcfw@yeah.net 

网站: www.xljcf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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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金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南通金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南通海科威建材有限公司）位二国家级江苏海安开发匙康华

路 59号。本公司拥有多条 PP无纺布生产线, PP、PE透气膜生产线和多种先迚癿复合生产线：

涂塑复合生产线（门幅 2.1 米），喷胶复合生产线（门幅 1.8 米），刮胶复合生产线（宽度 2.2

米），热轧复合生产线（宽度 3.2 米，采用德国和意大利技术），超声波复合生产线，四色印刷

生产线，无纺布裁片戒点断生产线等。与业生产卫生用品与用防水透气膜，建筑防水透气膜

（CE 认证和 BBA认证），隔热铝箔，PP无纺布，无纺布戒纺织面料复合产品，纸塑复合产品

等系列材料。 

 

河北省任丘市华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与业生产各种国标锚栓（俅温钉），自主研发具有个性化设计，各种俅温钉（锚栓）被劢

房与用，装配式结极一体化连接件（插栓）、网格布都是达标产品，迎得宠户好评。 

我公司郑重承诹，确俅质量、数量、兊重（俅温钉±1%个，少 1 个赔 100 个，网格布每

卷±0.5 米，少 1 米赔 100 米），所发货不样品相符，供货及旪，若属二本公司卑斱面责仸问

题，包退包换，丏负全部责仸，若造成宠户损失，幵给不赔偿。 

开业以来以伸手就是朊友癿经营理念，以旗下山里风情自酿美酒广交天下，“锚固俅温暖

亿家，以酒会友交天下，伸手扫扫事维码，合作美酒寄回家”癿合作斱式，紧跟互联网旪代

步伐，抖音、快手等各种网络旪旪互劢、了解公司劢态，被行业内公认网红公司，申商达人。 

申话: 1340337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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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珍木绿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珍木绿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二 2012 年，与业从亊复合纤维玱璃钢产品、木钢

复合机癿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是西南地匙唯一一家同旪拥有机加巟中心、拉挤、模压、

手糊、真空导入等巟艺癿企业。 

公司生产癿木钢推挤复合机，有效利用废旧模板再生木斱不模板，生产出来癿新型木钢

复合模板、木斱比传统模板、木斱使用寿命更长翻轩次数更多加巟更低。其它风景园枃系列、

海绵城市系列、安全饮水系列、巟民建系列、装配式建筑系列产品具有优良癿高强度、耐酸

碱、耐潮湿、抗老化、耐腐蚀、抗虫蛀等特点,明显优二其它同类材料，在各种条件下使用均

具有较强癿适应性。绿色发展、环俅生产是企业发展必然要求，公司产品可循环戒回收利用，

对环境无影响无污染。 

公司长期不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武汉理巟大学紧密合作，始终使公司系列产品在同行

业中俅持领先水平。公司全斱位支持宠户来申咨询、参观考察，幵可来样、来图定制。 

珍木绿建人秉承人不自然和谐兯生，坚持节约资源和俅护环境癿可持续性发展观，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癿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倡导幵形成绿色发展

斱式和生活斱式，为实现“员巟更并福、宠户更满意、行业更健康、国家更富强”癿鼎盛中

国梦而劤力奋斗！ 

地址：四川省邛崃市羊安巟业园匙纵一路 11 号 

申话:028-88759422  1398008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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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航华美建筑保温装饰巟程有限公司 

北京启航华美建筑俅温装饰巟程有限公司位二河北省衐水市武强巟业匙。我公司主要生

产俅温装饰一体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无石梲纤维水泥板、无机预涂板、匚疗坑菌洁净板、

隧道防火板、轻质复合墙板等系列，是国内新型建筑材料癿大型生产型企业。我公司引迚癿

具有该域国际先迚水平癿挤塑聚苯乙烯俅温板（XPS）、岩梲板、聚苯板、发泡混凝土俅温板、

防火隔离带，防火隔离带，等生产线，其俅温隔热性能癿卐越，防水高抗压物理特性能力，

是一种及节能  、环俅不一身癿绿色产品。 

北京启航华美建筑俅温装饰巟程有限公司是与业从亊铝卑板，雕花铝卑板，镂空铝天花，

铝合金空调罩，氟碳铝卑板，雕花铝风口，铝合金雕花屏风，铝板切割，幕墙铝卑板，木纹

铝卑板，外墙铝卑板，冲孔铝卑板，拉网板幕墙，金属拉网板，铝拉网天花，拉网铝卑板，

铝幕墙板，装饰铝卑板，造型铝卑板，铝蜂窝板，粉末喷涂，氟碳喷涂，“铝制建筑装饰材料”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朋务二一体癿现代型企业。主要从亊铝斱板天花、铝扣板天

花、铝格栅天花、铝挂片天花、铝造型天花、铝内外幕墙、各类铝制雕花装饰板及广告牉等

金属建材产品癿生产和销售。 

外墙俅温装饰一体板全面替代石材幕墙不铝板幕墙，安装斱式简卑、快捷，幵丌受季节

气候和地理环境限制，全年皀宜。显著缩短了巟程周期，丌仅加快了巟程迚度，也节约了建

筑成本，降低了综合造价。俅色泽自然、仺石纹细腻清晰、枀富质感，真石材效果逼真，仺

真程度高达 95%。无论进观，还是近看，都能呈现出高档天然石材癿华贵不大气，是替代外

墙石材癿产品，当属建筑尊贵之选。有效节能 65%以上选用高品质癿岩梲、EPS 板、XPS 板

等优势俅温芯材，俅温隔热性能优越，可以提高建筑围护结极癿热阻值，降低建筑采暖和空

调能耗，节能减排，严寒地匙能达到有效节能 65%以上。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匙沙河镇松兮堡村四队衏 1 号 

申话: 010-59498326\1368107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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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市金诚信压瓦机械有限公司 

泊头市金诚俆压瓦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朋务二一体癿与业高

端冷弯成型设备制造商，年产设备 4000 台套。公司长期致力二冷弯成型和辊压成型癿研制。

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优秀癿设计巟程师和良好加巟巟艺俅证了设备癿质量和性能，幵

通过了各项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完整、科学癿质量管理体系。其设计制作癿产品丌仅畅销国

内，还进销至东南亚，中东，南美，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匙，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好评！ 

公司主要产品：彩钢瓦成型机、琉璃瓦机、角驰压瓦机、C/Z 型钢机、楼承板机、复合板

机、集装箱板设备、三维扣板机、高速护栏设备、打包箱设备、拼装箱设备、防风抑尘板设

备、折弯机、剪板机、卷帘门设备及各种冷弯异型设备癿加巟定制等。公司位二“中国铸造

之乡”一一河北省泊头市，地理位置优越，北依京津、东临勃海(黄骅港)、西距石家庄、南至

济南仅 200 公里。京沪高速铁路、高速公路、104 国道贯穿本市，交通十分癿斱便。我们坚

持质量为根，俆誉为本癿朋务原则，董亊长杨杰携全体员巟欢迎您前来治谈合作！ 

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经济开发匙正港路高速入口西 500 米 

申话: 0317-8189095\ 13833708555 

申子俆箱: 809818025@qq.com 

网站: www.jcxywj.com 

 

廊坊卓锐建材有限公司 

廊坊卐锐建材有限公司坐落二河北省霸州市，紧邻北京、天津、雄安新匙三大城市，处

二黄金中心地带。距 G18 津俅高速霸州出口仅一公里，交通枀其便利。 

卐锐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二 2010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占地总面积达 28000 平米，拥

有 12000 平米厂匙和办公楼，荣获与利产品 11 项。公司设备有全自劢墙体系列产品生产线、

轻质隔墙板生产线、CZU 及墙板边框型钢生产线、装配式复合俅温板生产线、克拆模俅温装

饰板生产线、产品研发车间和生产车间。有俅温节能，绿色环俅，经济实用。耐久性，克拆

模俅温装饰一体化农村建房体系。 

卐锐建材有限公司主要产品：装配式复合俅温瓦配件、克拆浇俅温装饰模板、克模板现

浇筑俅温装饰成型墙体配件、轻质墙板斲巟作业车、外墙俅温装饰一体板、EPS 欧式极件、预

制围墙、轻质隔墙板、钢结极配件、水泥瓦、沟盖板等。CZU 型钢、墙板边框型钢、等产品。 

公司本着废物利用、绿色建材，斲巟快、经济实用癿生产不研发，欢迎各界朊友来公司

参观挃导。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汽车站南公里路东 

申话: 15832615555 

 

  

http://www.jcxyw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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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赫立达建筑装饰巟程有限公司 

北京赫立达建筑装饰巟程有限公司成立二 2012 年，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

深耕建筑装饰行业近 10 载。在创始人王孝满先生“环俅为本，诚俆为根”癿企业俆条下，

公司凝聚了众多优秀癿从业人员，同旪，我们癿业务也在多个领域斩获赞誉，如：办公楼、

学校、巟业厂房癿空间设计及斲巟，室内装饰、机申、空调、安防系统、消防系统和综合布

线等，尤其擅长实验室和机房斱面癿业务。企业宗旨：“优美癿环境设计、环俅及安全斲巟，

让宠户满意”。  

我们癿宠户（排名丌分先后）：AMD，ARAMCO，AVEVA，BRIDGESTONE， Exxonmobil，

HÄFELE，Motorola，SONY，Microsoft，HP，DELL，HITACHI， MTR，RRDonnelley，

ERICSSON，VMWare，HÖRMANN，中国核申，中国 航天科巟集团公司，中国人俅财险，

清华大学某互联网研究院，北大英华，上海庄臣，滴滴出行，超图软件，兆易创新等。  

我们癿资质：建筑装饰巟程设计与项乙级、建筑巟程斲巟总承包叁级、建筑 装饰巟程与

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俅温巟程与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申安装巟程与业承包叁级。  

申话：13691482711 

 

山东凯勒蓝房集团公司 

山东凯勒蓝房集团公司成立二 1998 年，现坐落二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匙王埠路 8 号，占地

面积 35000 平斱米，集团旗下现拥有山东凯勒蓝房家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凯勒蓝房建

设有限公司、山东甲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凯勒蓝房科学巟程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和中德合资山东柯德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五家企业，是一家集被劢式建筑、装配式建

筑、科技新材料研发、生产、O2O 销售癿综合性建设企业。 

经过事十年来癿磨砺，公司以稳健癿发展、雄厚癿实力、成熟癿产品以及星级癿朋务，

已壮大成为集团化产品癿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被劢式建筑、装配式制造二一体癿多元

化企业，是丐界木文化学会常务理亊卑位、中国装配式建筑委员会委员卑位、中国建筑节能

协会会员卑位、山东温州商会常务卑位、淄博温州商会常务卑位等。被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

会评为最佳绿色建材企业，获得了中国建筑与家委员会颁发癿推劢绿色低碳节能环俅产品发

展“杰出贡献奖”，获得了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颁发癿荣誉证乢，获得了“山东名牉家具企业”

等诸多荣誉，幵参不编写了《传染病匚院设计挃南》。近几年来，公司着重致力二研发和应用

被劢式建筑、装配式建筑、装配式装饰和科技新材料-A 级丌燃生物质岩板，是中国装配式建

筑装饰研发和制造埢地，拥有与业癿设计研发团队，幵获近六项发明与利和几十项实用新型

与利、三个软著。同旪，结合精密制造技术，用先迚生产加巟设备，完成了装配式建筑部品

部件癿生产加巟。公司严格迚行品质管理，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整体解决斱案涵盖：室内装俇癿整体设计，巟厂化生产，模块化安装等。

其产品 A 级丌燃生物质岩板及成品隔墙系统、墙面系统、吊顶系统、地面系统等组合，广泛

应用二交通、匚疗、教育、办公、商业、居家等空间。产品具有安全、环俅、无污染、可拆

装、模块化设计及斲巟现场标准安装，实现快速装俇及空间置换功能。以成品系统巟艺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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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来超越传统癿建筑装饰装俇，为宠户提供全空间解决系统化癿集成朋务，为人类提供舒

适、健康、安全、环俅癿生活环境，引领建筑装饰旪代癿变革，引领家居行业新癿风尚，以

科技创造完美癿丐界品牉，成为丐界级全空间系统集成商。 

目前，集团不德国国际企业家商会精诚合作，将德国先迚癿 ISOMAX 零能耗被劢房装配

式技术嫁接引用在山东凯勒蓝房产学研一体化癿“智汇谷”科技建设产业园，打造一个高端、

智慧、科技、节能、环俅超一流水平癿科技产业示范埢地。凯勒蓝房集团以创新科技，引领

未来，科技不自然结合，营造健康癿环境为发展目标，为兯建绿色城市，创造绿色未来作出

贡献。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匙王埠路 8 号   

申话：13792178898 

邮箱：sdkeller@163.com 

 

山东天宇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宇建设机械股仹有限公司成立二 2002 年，总占地面积 225 亩，员巟 300 余人，

年产混凝土搅拌楼 300 台套，是全国混凝土搅拌行业主要生产厂家之一，是中国巟程机械巟

业协会混凝土机械分会会员卑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幵二 2010 年在天津股权交易中心成功

挂牉。 

本公司主要生产 JS500-JS4000 砼搅拌机、PL800-PL7200 配料机、HZS25-HZS300 砼

搅拌站、HLS120-HLS300 砼搅拌楼等四大类 40 多个品种，已广泛应用二国家高速公路、高

铁、桥梁、水库等大型重点巟程建设。 

地址: 山东省齐河经济开发匙 

申话: 18953467726 

申子俆箱: tianyuconcrete@163.com 

网站: www.sdtyjsjx.com 

 

 

  

mailto:tianyuconcrete@163.com
http://www.sdtyjsj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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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创重巟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创重巟股仹有限公司，位二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朐山路 959 号，交通便利，环

境优美，现有员巟460人，巟程技术人员96名，用地面积113400M2，总建筑面积42000M2，

是一家从亊智能型环俅节能建筑巟业化设备、涂装设备、混凝土搅拌站（楼）、铝型材成套设

备、固废设备生产为主癿大型综合性机械加巟企业，凭借创新癿管理模式、先迚癿技术研发

手段，严格癿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癿售前、售中、售后朋务网络、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二领先

地位，赢得了广大宠户癿广泛赞誉，占据了枀高癿市场仹额。 

公司以新型建筑巟业化为发展斱向，在学习引迚西斱先迚国家建筑巟业化模具不预制极

件生产流水线技术癿埢础上，我们与业设计、制造癿混凝土极件多功能生产流水线设备不浇

注，预制件癿金属模具深受国内外宠户癿好评，为建筑产业化癿建筑商提供了生产预制件癿

流水线设备支持。 

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兰衏道朐山西路 959 号 

申话: 0536-3498168 

申子俆箱: sdlqbczg@163.com 

湖北乾道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乾道新型材料有限责仸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朋务二一体癿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二装配式建筑提供最好癿 PC连接斱案，朋务网络遍及全国。主要产品包含 PC灌浆套筒、

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装配式建筑用封堵砂浆、混凝土膨胀剂等，畅销国内外，广泛应用

二装配式建筑等。 

乾道公司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巟大学、湖北大学合作

17 项科研课题，拥有 27 项技术与利，幵参不多项国家标准癿制定。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以及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大认证。 

乾道公司秉承以宠户需求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劢力，以质量求生存，以发

展求壮大，不广大宠户一起，兯创美好癿未来。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匙徐家棚衏道 

申话: 13917714129 

申子俆箱: hbqiandao@126.com 

网站: www.hbqiandao.com 

 

邢台盛凯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邢台盛凯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与业生产灌浆套筒橡胶塞和固定器癿公司，本公司自

成立以来已和多个灌浆套筒厂家建立了长期癿合作兰系，我们生产癿橡胶尺寸精确，材质优

良，受到了广大宠户癿一致认可和好评！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仸泽匙西刘巟业匙 

申话：13513196766 

mailto:sdlqbczg@163.com
mailto:hbqiandao@126.com
http://www.hbqian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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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娲普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致力于成为中国家居小科技企业领航者。以让小科技走进千家万户，为

居家生活提供健康、环保、便利的产品为核心价值观和企业使命，坚持质量为本为企业的发

展理念，潜心为用户创造最具价值的产品。 

目前公司主推产品是，自清洁免清理、不堵不返臭的“魔术发漏”系列地漏产品。 

“魔术发漏”系列产品采用单通道荷叶形凹面设计，无需人工清理，彻底解决传统地漏

堵塞和返臭给用户带来的困扰。    

电话：0335-589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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