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任编辑：张高青 电话：021-63212799-211 E-mail:mo-jun@163.com

2017年7月17日 第3440期

国 家 二 级 资 质 企 业 全 国 装 饰 百 强 企 业
合同信用 AAA 级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连续十年信得过企业 家庭装饰五星级企业

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居乐装潢
网址：www.shjule.com

免 费 服 务 热 线 ：8009880695
满 意 称 心 在 居 乐

总 部：54174018 闸北店：56582581 浦东店：68535887 南桥店：37522790
金山店：57960573 嘉定店：59992069 松江店：67716188 江桥店：69581080
总部地址：闵行区报春路18-22号（沪闵路报春路口）

“永丽”YL泡沫玻璃墙体保温系统，经过10多年的潜心研发和

市场考验，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A级不燃保温系统。

永丽公司竭诚欢迎您的加盟和合作，为泡沫玻璃墙体保温系

统的更广泛应用，为建筑节能的更安全有效共同努力。

上海永丽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航头路128号 电话：021-68221260

永丽约您 共谋发展

作为在整个建筑工程造价中占比极
低的“小行业”，防水行业却因为经年累
月的建筑渗漏凸显出越来越严峻的“大
问题”，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受到更多
的关注。毋庸置疑，在各行各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防水行
业同样也面临着优胜劣汰、转型升级的
拐点。品质品种低劣、污染性大的防水
材料必须要尽快退出历史舞台，而优质
的、性能相对稳定的、工艺相对成熟的
防水材料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供给端着力：防水材料应与国际
同轨

正如业内专家所指出的，建筑历来
被称作百年大计。营造建筑堪称人类社
会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最
大的活动，建筑物越耐久越有价值。

根据2014年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和零
点调查公司联合发布的《全国建筑渗漏

现状调查报告》，在其抽样调查的 2849
个建筑屋面样本中，有2716个出现不同
程度渗漏，渗漏率达到95.33%，数字可
谓触目惊心。

事实上，建筑渗漏不仅对人们的日
常生活造成困扰，更会影响到房屋整体
结构的安全和使用寿命。这种情况下，
行业内开始逐步探讨哪些产品应该留
下，哪些必须淘汰，也在过去的几年里
出台了不少限制和禁止的政策，但对建
筑渗漏而言收效甚微。

防水工程就好比建筑的“外衣”，而
编织这件“外衣”的材料就是防水产
品。业内人士指出，建筑防水效果的好
坏关键在于防水材料是否具有良好的性
能。而当前充斥市场的聚乙烯丙纶防水
卷材由于本身性能和施工工法的不可
靠，并不适合作为防水材料。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
中国的防水材料在品种和技术水平上基
本可以和国际接轨。但是由于低价竞
争，相关监管不到位，聚乙烯丙纶防水

卷材在防水市场上依然占有相当高的份
额，成为世界防水业中的“奇葩”。正是
在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的挤压下，以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为代表的相对优
质可靠的防水材料丧失了很多发展的空
间。

放眼世界，国际上目前新产品开发
和应用的主体基本围绕着节约能源、环
境保护、节约资源、节省劳力、施工简
便、安全高效等方向。比如，太阳能屋
面在德国的启动、TPO卷材的高速增长

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些理念。
优胜劣汰本应该是常态，但市场不

够理性，低价无序竞争之下，劣币反而
驱逐良币。对于我国的防水行业而言，
从供给端入手着力改善防水材料的品质
是当务之急。如果防水行业还固守落后
的产品和技术，那么必定会被时代大潮
甩在身后。

更为重要的是，在防水行业践行
“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只有淘汰落
后产品，在品种、质量和技术上与世界
同轨，才能在防水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中
取得更多话语权。

瞄准绿色建筑：用绿色防水保驾护
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近
年来，绿色不仅是建筑业发展的战略方
向，也被写到了《建筑防水行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中。

《规划》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为支
撑，以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评价为导
向，推广清洁生产，落实节能环保产业
政策，优化产品结构；打通绿色产品、
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全
要素发展路径，满足绿色建筑需求。

近年来，防水行业逐渐开始关注绿
色建筑，加大力度发展种植屋面等绿色
屋面系统。

《规划》中也明确要求淘汰高污染的
生产工艺和设备，大力发展功能可靠、
节能环保的防水密封材料，鼓励开发具
有复合功能的防水系统，比如热反射屋
面、通风屋面等具有绿色功能的材料和
系统，满足绿色建筑需求。这正是国际
防水行业流行的新趋势。

事实上，绿色建筑需要大约 4 万种
材料来支撑，防水材料就是其中至关重
要的一类。据专业人士介绍，绿色的防
水产品是大势所趋。基本上包括四个环
节：原材料供应端、生产、流通和回
收。比如说原材料用的是污染型还是非
污染型；原材料本身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是否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有害气体的
挥发，固体的产生量，是否产生废水。
最后到了使用寿命时是否还可以回收利
用等等，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绿色消费和绿色认证息息相关，
目前防水行业正在推进的绿色防水产

品评价认证，将对绿色产品的指标提
出具体要求，积极推动防水行业的绿
色转型。

开拓增量市场：力促行业健康发展

过去的十年是防水行业快速发展的
十年，这十年里既取得了很多成绩，也
遇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落后
产能过剩加剧，假冒伪劣和非标产品盛
行，居高不下的建筑渗漏率依然是行业
发展的桎梏。

唯有求质才能行远。提供优质供给
才能真正提升老百姓的居住品质。业内
专家表示，过去几年防水产品质量提升
工作只是某一些方面，比如提高产品标
准、质量，进行政府监督检查，推动产
品质量的提升。

“这几年防水材料整体产品质量上去
了，工程质量现在还没有纳进来。防水
材料最后的应用还是在建筑上，因此下
一步要加大力度搞全链条质量提升。”业
内专家这样表示。

对于防水企业而言，要想在行业竞
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要加快转型升级
的步伐，淘汰落后产能，加大节能环保
力度，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型防水材料，
不论是海绵城市还是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以及国家正在大力推广的装配式建
筑，都是未来防水行业要迎接的新的机
遇和挑战。

此外，施工不当以及人员操作技能
方面，对渗漏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施
工人员的培训规范施工将会变得越来越
重要。在从材料供应商向系统服务商转
型的过程中，防水行业正经历人才培养
创新的重大变革。

从2009年开始，工信部、发改委等
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发布产品标
准、淘汰落后产能、颁布生产许可证、
公布行业准入条件等多个角度、全方位
的提高行业门槛，未来相关主管部门在
发布标准、制定政策等方面应该立足行
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台更有力、更
有效的政策，同时加强监管与执行，保
证政策有的放矢、令行禁止，使得非标
与假冒伪劣等低质防水产品彻底退出市
场。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需要的日益提
高，不断开发海绵城市、海洋工程、地
下综合管廊、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和
既有屋面翻新等领域的增量市场，推动
防水行业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都成为应
有之义，包括借助“一带一路”树立在
国际市场的防水品牌都将成为行业提质
增效的新增长点。

也只有在政府、协会、企业的各方
合力之下，防水行业才能“吐故纳新”，
回归到市场优胜劣汰的常态，走向绿色
发展的新路子。

（张雅丽）

防水行业亟须吐故纳新

据统计，2010~2016 年间，全国淘汰
的水泥（熟料及磨机）落后产能达7.75亿
吨，2012年达到淘汰落后产能的高峰，全
年淘汰2.7亿吨，自2013年起开始逐年递
减，2016年淘汰的落后产能达1100万吨。
与此同时，水泥（新型干法熟料及磨机）
净增产能七年来高达 18.6 亿吨，是完成
淘汰落后产能总量的 2.4 倍。七年来，水
泥“去产能”究竟效果如何，未来“去产
能”之路该怎么走？

产能淘汰界定：工艺与规模双管齐
下，辅以生产品种、功能性

2005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发布《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其中对水泥窑
产能从规模与工艺进行落后产能界定，
对磨机从规模进行落后产能界定：窑径
2.2米及以下水泥机械化立窑生产线、窑
径2.5米及以下水泥干法中空窑（生产特
种水泥除外）、水泥土（蛋）窑、普通立窑；
直径1.83米以下水泥粉磨设备。

2010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 明确提出，

“2012年底前，淘汰窑径3.0米以下水泥
机械化立窑生产线、窑径 2.5 米以下水
泥干法中空窑 （生产高铝水泥的除
外）、水泥湿法窑生产线 （主要用于处
理污泥、电石渣等的除外）、直径3.0米
以下的水泥磨机 （生产特种水泥的除
外） 以及水泥土 （蛋） 窑、普通立窑等
落后水泥产能”，同样从规模和工艺对
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做出界定。

2011 年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年本）》中，淘汰类水泥产能包
括：窑径 3 米及以上水泥机立窑(2012
年)、干法中空窑（生产高铝水泥、硫铝酸
盐水泥等特种水泥除外）、立波尔窑、湿
法窑；直径3米以下水泥粉磨设备。

总体来看，落后产能的界定以工艺
与规模为主双管齐下，同时辅之以生产
品种（特种水泥）与功能性：进入淘汰类
的工艺是机立窑、普通立窑、干法中空
窑、湿法窑、水泥土（蛋）窑；淘汰类规模
则结合淘汰类工艺各自做出限定，如机
立窑从窑径 2.2 米及以下、窑径 3.0 米以
下再到窑径3米及以上，磨机则主要按照
规模界定；另外有些工艺中某些特种水
泥的生产线或者具有处理污泥、电石渣

等功能的生产线可以排除在外。

淘汰产能执行情况：淘汰产能近半
数为磨机产能，非预分解窑产能基本淘
汰完毕

2010~2016 年间，全国淘汰的 7.75
亿吨水泥 （熟料及磨机） 落后产能中，
有高达 48%的比例实际是水泥磨机产
能；淘汰的水泥窑产能则有近 4 亿吨，
其中75%是机立窑，其他立窑 （包括JT
立窑、普通立窑等）占7.7%，预分解窑
有1040万吨，其他类型窑如湿法窑、中
空窑等产能5800万吨。2009年底，我国
预分解窑熟料产能10.1亿吨，其他窑熟
料产能 3.9 亿吨，从数据看，其他窑熟
料产能基本已经被淘汰完毕。

2010~2015 年各年中淘汰的水泥窑
产能占淘汰的水泥（熟料及粉磨） 产能
的比重均在38%以上，2016年则首次降
至30%以下，也表明水泥窑落后产能的
淘汰逐渐进入尾声，按照现有的界定标
准的落后熟料产能基本被淘汰。根据各
省公布的水泥产能现状清单，除了JT窑
及部分停产机立窑外，其余机立窑生产
线基本完成淘汰，《3部委高耗水工艺、
技术和装备淘汰目录（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要求的

“2015 年前，淘汰水泥湿法窑”的工作
也基本完成。

从全国 31 个省市淘汰产能的情况
看，2010~2016 年河北省淘汰的水泥
（熟料及磨机） 产能最大，达 1.25 亿
吨，占全国淘汰总量的16%，其中高达
82%是磨机产能；四川、山东、广西、
陕西四省淘汰产能也超过了5000万吨。

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化解产能

优胜劣汰是法治化框架内去产能的
最佳方法。过去七年，尽管从行政手段
上淘汰了大量的产能，然而新产生的产
能更多，而且水泥行业的过剩核心是熟

料过剩，过去淘汰的产能近半数实际是
磨机产能 （水泥产能），而非熟料产
能。或许，市场化是化解产能的有效手
段，这一点已经在2015年行业效益下行
对产能的有效抑制中得以体现。

2017年5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也指出，“督查发现供求关系阶段性变
化导致去产能动力减弱，一些地方淘汰
落后产能进度滞后，职工安置、债务处
置、兼并重组难度较大等问题……下一
步，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扎实
有效化解和淘汰过剩落后产能”。目
前，由于错峰生产时间、区域范围不合
理的扩大化，使得供需关系被人为干
预，去产能动力减弱的迹象十分明显，
市场倒逼功能缺失。随着国家对行业质
量、环保、安全等监管的逐步到位，在
法治化框架内，企业良性竞争、优胜劣
汰将是去产能的最佳方法。

化解产能需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平
台。现阶段已很难从规模、工艺来对落后
水泥（熟料及磨机）产能做出界定，2017
年2月，1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利用综合
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
意见》从能耗、质量、环保、安全、技术五
个方面对现有产能做出法治约束，不合
规将被勒令关停。但是，无论是过去的行
政手段，还是现如今的法治化手段，在去
产能的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平
台，无论是现有的协会、还是环保、安全
等监管部门，在向公众系统、持续、统一
的公开行业数据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因
而公众也就很难对执行的过程进行监
督，缺乏监督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落实不
力甚至权力寻租。有业内人士呼吁，监管
层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行业信息平台，利
用公众、媒体的监督力量使得化解产能
的政策有效落实到位。 （隋妮媛）

成效显著 前路艰辛
—— 水 泥水 泥““ 去 产 能去 产 能 ””七 年 路 回 顾七 年 路 回 顾

7 月 5 日~7 日，2017 国际绿色建筑
建材(上海)博览会(以下简称绿色建博会)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展会由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东浩兰生集
团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及上海德
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展会集
中展示了当前广受追捧的装配式建筑和
全装修等领域的创新技术及成果应用。
加之突出当前整个建材行业所追求的绿
色、环保、节能、舒适等元素，使本届
绿色建博会亮点频现，令参会的近十万
名观众大呼过瘾。

以装配式和全装修为主轴，带动展
会升级

当前，全面推动装配式建筑和新建
住宅全装修，是国家和不少地方政府推
进建筑建材业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所采
取的战略举措。因而装配式建筑和全装
修，是行业升级的“引擎”，市场发展的
标志。展会紧紧抓住这一要素，举办
2017中国全装修活动周，打造全装修体
验区，组织2017中国(上海)全装修与住
宅材料产业发展论坛、全装修住宅内装
设计大赛发布会等主题活动，包括馆内
馆外的全装修体验屋，在让人“身临其
境”，“零距离”地体验多种创新施工技

术，直观了解减少建筑垃圾、提高工
效、快速简便施工、质量更有保障等功
能的同时，全面强化对行业和市场的引
领。

重头戏全装修论坛，有政府官员解
读国家和上海市相关政策及进行市场分
析，也有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结合实际
应用案例，讲解相关技术体系和产品。
通过集中展示目前沪上最先进的装配式
和全装修在设计、施工技术与材料应用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加强了对绿
地、万科、朗诗等知名开发商，许仕、
全筑等装饰企业和上海曹杨建筑粘合剂
厂、宇邦厨具、优时吉博罗等骨干住宅
材料名牌厂商的宣传，更是切合了展会
主旨——为相关产业链企业和产品“鸣
锣开道”，为装配式和全装修的发展营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

系列论坛和辅助大赛，点燃交流激
情

展会的价值不单单是表现在单纯的
产品展示层面上的，更体现于在于无声
处中的导向性上。“第七届建筑绿化发展
暨海绵城市建设高峰论坛”，邀请了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绿化管理
指导站、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上海市
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等单位的权威专
家，共同助力海绵城市和美丽乡村建
设，传播建筑绿化行业创新技术。顺应
人们对舒适健康生活的需求，展会还以

“舒适·节能”为主题，专门组织了涵盖
新风净化、暖通空调、三恒系统、智能
家居、全屋净水等内容的展览板块，提
供近零能耗高舒适度智能人居环境整体
解决方案。别墅配套设施作为装饰建材
板块中的传统项目，此次吸引到了来自
希姆斯德国公司的“得利”系列别墅座
椅电梯，该系列产品已行销欧美市场近
30 年，为老年人提供上下楼解决方案。
SOLARBAO 展示了最新的分布式光伏
发电系统应用与远程电站运维等技术。
作为装饰建材与设计的重要板块，盛吉
美橱柜作为业内工业化厨房的开创者，
更是给现场观众带来全程的私人订制服

务。来自意大利艺术涂料品牌企业欧意
科思OIKOS盛装参展，推出先进的欧洲
技术环保装饰涂料。亮龙硅藻泥作为业
内硅藻泥生态壁材开创者，也给现场观
众带来喜悦的冲击。

此外，“走进曹杨申泰既有建筑VS
室内精装经典分享会”；房屋系列板块论
坛如“2017新常态铝合金模板集约经营
与工程应用实践”、“2017中国被动式集
成建筑材料产业技术交流大会”等，或
是在舒适系统的“第二届住宅·室内生
态环境系统”发展论坛，装饰建材系统
的大规格“砖”铺贴演示活动和“陶·
光·瓷·影”(国际)设计高峰论坛、老
克勒设计师荐博会等，众多参展主题板
块与活动均与此次展会的主题紧密相
符，同行与同行之间的交流格外紧密，
气氛分外浓郁。

室内和绿色设计大伽云集，纵论发
展走向

室内设计艺术和绿色设计的探讨与
表现是本届展会的另一个重点。在追求
实用、舒适、节能、环保，促进提高生
活品质等之余，室内设计和绿色设计对
艺术和美的追求与更智能的生活结合从

未停息。作为已经铸就行业巨大影响力
的展会，国内外许多一流室内设计院或
事务所纷纷亮相，而魏敦山、邢同和、
吴之光、沈立东、韩冬，来增祥等大师
也参与“全装修房内设计大赛”、“绿色
设计与智能家居(国际)高峰论坛”等，
不仅带来自己的得意之作，也为上海的
室内设计界出谋划策。同时，他们还传
播了一些新颖的设计理念，并亲自担任
大赛的评委或进行主题演讲，以示对展
会和比赛活动的力挺。包括来自意大利
等国外一些建筑师的到场，使中外建筑
设计各种力量的碰撞对话形成一波对未
来中国绿色设计在本土和全球之间何去
何从的深度思索。论坛和大赛也吸引了
众多专业观众。

上海绿博会展出面积达 10 万平方
米、展商逾 1200 家。作为主办方的上海
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上海现代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等
组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参展。
一系列展览会论坛和相关活动，使装配
式、全装修等建筑建材全产业链上各系列
条块互相融合，不但显示着展会规模的扩
大，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更代表了整个产
业链的更加成熟和完整。 （欣朗）

装 配 式·全 装 修·绿 色 设 计
2017 国际绿色建筑建材 (上海 )博览会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