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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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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数据研究院和南都消费研究所
联合发布的《2017年家居家装行业网购消
费趋势报告》(下称《报告》)近日出炉。《报
告》认为，第四次零售革命正在改变互联
网家居家装行业，消费诉求个性化、购物
场景多元化、用户参与深度化将是行业三
大未来趋势。

《报告》指出，房地产市场与家居家装
市场为互补市场，中国房地产过去几年的
火爆行情，为家居家装市场销售额提供了
稳定支持。2013年以来，以京东为代表的
互联网家居家装板块迎来快速发展，各项
数据爆发式增长，2013 年~2016 年，年复
合增长率超过100%。

智能家居越来越吃香

报告显示，从年龄看，家居市场的消
费群体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90后进入职
场，开始独立生活，消费意愿开始释放；80
后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收入与消费水平逐
渐提升。他们成了互联网家居家装消费的
主力军。对这群人而言，成长于互联网时
代，接受创新事物，并开始组建家庭，他们
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和消费力远超上一代，
他们买、买、买的目的仅为打造一个能让

自己或全家住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选
择品质家居产品，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

“取悦”自己。
以智能家居产品为例，智能马桶已从

单品智能走向全智能，指纹锁、垃圾处理
器、智能马桶盖等都在成为销售新热点，

“使用方便”、“经济实用”、“安全放心”、
“外观漂亮”、“很智能”、“好品牌”、“相信
品牌”、“大品牌”、“手感好”、“开关很好”
已成为用户评价的十大关键词。与此形成
对应的是，在购买时，用户也越来越相信
品牌的力量。

细分而言，2016～2017年，智能锁、智
能马桶、智能马桶盖等智能类商品的销量
都实现了高速增长，比如智能马桶盖销量
同比增长更是超过3000%。

追求品质和个性化

《报告》认为，消费升级下，整个家居
家装行业都在呈现品质化和个性化的消
费大趋势。2013-2017年，一级品类(厨具、
家纺、家居日用、家具、装修服务、家装建
材)品牌数量均呈逐年增长趋势。从销售
金额看，各品类 TOP50 品牌的集中度有
所提升，说明消费者开始注重品牌与品

质。例如厨具品类国际品牌取得迅猛增
长，2017年上半年国际品牌销售额占比已
超57%，其中WMF同比增长131%，Con-
tigo同比增长超200%；进口收纳用品用户
人群同比增长 70%，是行业增速 1.75 倍；

“网红”垃圾处理器也受到越来越多消费
者喜爱，今年 618 期间，京东垃圾处理器

销售同比增长600%。
京东调研数据还显示，超一半的消

费者表示会根据空间挑选家具。京东消
费数据也显示，橱柜、衣柜和木门成定
制家具排名前三的品类。《报告》认为，
全屋定制将是消费升级下一个趋势，有
望成为互联网家居家装将崛起的新类目。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除对产品品质的
要求在升级外，对消费服务体验的要求也
在提高，这从第三方卖家使用京东仓配的
商品更受消费者青睐，已可见一斑。

对安全环保更加重视

此外，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和理念
的提升，人们对家居环境的安全、环保
的重视度不断提升。大数据显示，当
前，消费者购买家居家装产品时已普遍
会将优质安全、绿色环保考虑到其中。

《报告》指出，2016年～2017年，家
居家装品类中，消费者对于“环保”、

“简约”、“健康”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大幅
提升。家纺、家具、装修服务和家装建
材同类型环保材质产品都呈现出爆发式
增长。简约风格的家纺、家居日用、家
具、装修服务和家装建材产品也呈现出
急剧上升的状态。

与家居环保紧密相关的检测仪净化
分类产品，同样表现出迅猛增长态势。
空气甲醛检测仪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显
著，六月同比去年增长68.3%，净化除味
同比增长100%，是行业增速的2倍。

《报告》由此预测，消费者消费模式

的转变，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改变家居
家装行业的整体态势，环保安全将成为
家居家装行业的消费主流。

打通线上线下是关键

有鉴于消费者的需求个性化、场景
多元化、价值参与化特性越来越明晰，

《报告》认为，第四次零售革命正在改变
互联网家装行业。在此背景下，面对消
费者的需求，商家和平台如何去适应，
如何去驱动也变得十分关键。这就要求
技术赋能。

例如，家居家装重体验的特质，使
得其业务发展模式必然朝线上线下结合
的O2O模式进化，无论是建材零售还是
装修服务，线上线下将形成巨大优势互
补，这将对家居家装APP在功能服务流
程上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将线上线下全
线打通是产品设计的关键。

《报告》为此指出，总体而言，随着
AR/VR等技术的发展，用户可通过场景
互动、个性化风格搭配等，提前体验未
来新家的装修设计、软装搭配等效果，
家居家装场景化利用将有助于用户的消
费决策。 （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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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家居家装行业网购消费趋势报告》发布

又到年底，又该聊起播种与丰收的
话题了。

有哲人这样说：“人生的价值不在
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于能留下来多
少。”笔者是这样理解的，拥有多少是创
造价值在量上的一种堆积、排列与递
增，而留下多少是创造价值在质上的积
淀、充实与丰富。可以肯定，能留得下来
的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大多
是精品；而如果留下来的得到了世间的
传承，那它的价值就不是既存的本原所
能衡量的了。

诗仙李白留下万卷诗篇，书圣王羲
之留下墨迹《兰亭序》，画家张择端留下
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医药祖师李时珍
留下中草药典集《本草纲目》……这些
留下来的本就是精品之作，因又几经代
代相传，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世佳
作精品之概念了，显然，已超出其本身
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像我们去理
解播种与丰收的关系一样，农民在收成
之后，留下了种子，但种子只有来年春
耕时节播到土壤中，再获得丰收，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出种子及留存的实际价
值及丰收的意义。

农民在田地里播下麦种，最终他看
到的是千亩良田麦浪滚滚的丰收景象；
果农在地里播下一颗果种，最终等来结
满累累果实的参天果树……这些，看上
去似乎是播种与丰收的一种再正常不
过的因果关系。其实不然，两者不是可
以划上等号的。首先，要想取得丰收就
必须要播种，但播种了未必能够实现丰
收。其次，不实施播种，要丰收也就无从
谈起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农民在田地

里播撒下种子之后，种子在经历从发
芽、成长、成熟到丰收这个过程中，会发
生因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地质灾害、
病虫灾害，或者由种子本身的质量问题
而不能发芽等各种各样难以想象、不可
预知的现象，造成欠收、少收甚至颗粒
无收，那么播种时期待的丰收无疑就成
了幻想和泡影。

丰收是播种的目的，而播种是丰收
的本源，但要达到从播种到丰收这个目
标，通常可以通过耕耘来加以克服、规
避和防范从播种到丰收过程中遇到的
风险与困惑。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而农民要想播种获得丰收是需要
付出辛勤劳作与努力耕耘的。但是耕耘
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措施，有助于你
播种后去到达丰收这样的目的，但并非
是绝对的，因为播种到丰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留存，而是在价值比上的放大和
量级上的提升，正因为这样，世上是不
会有播种之后的绝对丰收，更不可能出
现无须播种的丰收。

笔者以为，只有播种了、收获
了，才能谈拥有与留下。拥有多少与
留下多少，二者均有着不同的价值取
向和指代，拥有多少是要用智慧和能
力去获取和积累的，留下多少那是要
靠才华与潜力去成就和积淀的。往
往，你的智慧高低、能力强弱就可以
丈量出你能拥有多少的厚度和宽度；
你的才华几何、潜力大小就决定了你
能留下多少的深度和广度。而留下
的，如果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和岁月的
磨砺，能够传承经年，那就是一种至
高境界。

由播种与丰收想到的
□孟溟捷

“随着目前在建商品房逐步入市，预
计在未来几年将为民用建材市场提供约
300亿元的防水总量需求，而民用防水材
料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是防水涂料。”
近日，在中国建筑防水协会防水涂料技
术分会成立大会上，新当选的防水涂料
技术分会会长、北京东方雨虹民用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熊卫锋信心满满
地表示，“家装防水市场日趋成熟，消费
者对防水的认知在不断加强，愿意为优
质的防水付出更高的成本。同时，品牌
的议价能力在不断上升，家装防水品牌
集中度在不断提高，家装防水市场规模
在不断增大。”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秘书长朱冬青对
防水涂料技术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
指出，防水涂料在防水材料中占有重要
地位。据协会统计，防水涂料占防水材
料总量 27%，近几年来每年以 5%~8%的
速度增长，现阶段防水涂料年生产总量
近200万吨。他强调，随着我国经济和行
业的快速发展，防水涂料行业需要搭建
一个全产业链平台，希望分会能从原
料、辅料、装备等端口入手，在产业政
策、环保安全、标准规范、科技创新、

应用服务和技能培训等方面提升行业水
平。同时要提供良好的平台去交流技
术、讨论标准、解决难题，积极反映企
业诉求，共建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

朱冬青特别强调，中央环保督查对
防水涂料的环保性能提出更高要求，而
目前很多企业并未对防水涂料环保质量
引起足够重视。他举例道，2015年第四
季度和2016年第二季度，国家质检总局
对聚氨酯防水涂料进行了两次国家监督
抽查，这两次国抽偏重于环保 （有害物
质限量），结果堪忧：2015年第四季度，
产品不合格率达 46.2%；2016 年第二季
度，产品仍有 25.6%不合格。近年来，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防水涂料》等标
准陆续颁布实施，《建筑防水涂料中有害
物质限量》 国家标准正在加紧制定中，

生态型、环境友好型防水涂料产品越来
越受到重视，绿色发展已成为防水涂料
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防水涂料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个难
点，那就是防水涂层的厚度不易控制。
涂层厚度是影响涂膜防水质量的一个关
键问题，但手工操作要准确控制涂层厚
度比较困难。因为涂刷时每个涂层要涂
刷几道才能完成。而每道涂层不能过
厚，涂层过厚，就会出现涂膜表面已干
燥成膜，而内部涂料的水分或溶剂却不
能蒸发或挥发的现象，使涂膜难以实干
而形成不具有一定强度和防水能力的防
水膜层。机械化施工手段让防水涂料工
程质量更加稳定、更有保障。机械化喷
涂在提高施工效率的同时，还能控制膜
层厚度。此外，机械化施工还能提升公
司的品牌形象。施工设备及人员素质对

防水涂料机械化施工成败起决定作用。
近年来，分会在防水涂料的机械化施工
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熊卫锋表
示，分会将全面推动防水涂料的标准
化、规范化和机械化施工，全面强化防
水涂料专业技术工人的培养力度，将继
续进行防水涂料机械化喷涂技术培训工
作，开展行业喷涂施工比赛等。

同时，熊卫锋建议建立或完善家装
防水产品标准及应用技术规范，规范家
装防水市场，提升行业整体市场容量。
他认为，家装防水产品的发展方向应是

“高环保性、超易施工性、短周期、高系
统匹配性、高耐水性。”分会将加强在标
准制定、规范建立、图集编制中的引导
作用，提升标准、规范与现实应用环境
的匹配度和适用性。

（贺丹）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防水涂料技术分会成立
新会长表示未来几年防水涂料市场规模将达 300 亿元

近日，在由 500 多家企业参展的第
15届上海国际保温、防水材料与节能技
术展览会上，河北神州保温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下简称神州集团）以400平方米
的超大展览面积、品种齐全的环保保温
新材料，吸引了众多客户的目光。在展
会现场，记者采访了这家国内保温材料
行业中的大型骨干企业总经理高铁彦先
生。高铁彦表示：“多年来，公司致力于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耐火保温隔音材
料，坚持环保，追求品质，不断创新，
希望能成为国内保温材料行业的领跑
者。”

理念，环保为己任

高铁彦告诉记者，神州集团以生产
“绿都”牌橡塑海绵、“金猴”牌硅酸
铝、玻璃棉三大系列产品为龙头，产品
广泛适用于热电、火电、建筑、石油化
工、冶金、船舶机车、航天航空、中央
空调、冰箱制冷等行业。高铁彦特别强
调：“公司非常注重环保，以改善生存环
境、提高生活质量为己任，致力于新型
环保耐火保温材料的研发、设计和创
新。在环保方面，我们舍得花血本，每

年都要投入几千万元。”
高铁彦介绍，玻璃棉制品需要加黏

合剂，一般的黏合剂多采用苯酚树脂，
往往含有苯酚、甲醛等有害物质，对人
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此，神州集团
引入了一种新型黏合剂——丙烯酸树
脂，经权威机构检测，不含甲醛成分，
非常环保。“现在，公司用丙烯酸树脂作
黏合剂的玻璃棉制品已在一些对室内环
境要求高的项目中广泛应用。”高铁彦告
诉记者。

高铁彦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
城市副中心项目。该项目位于通州区，
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是国内首次将单质
硫列入橡塑产品的技术要求中。环保部
与国家检验中心非常重视，采用了欧洲
部分建材的标准，比如单质硫含量指标
要求，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要求控制在
10 毫克/千克以下，这是极其苛刻的指
标。“公司通过技术改进和创新，最终我
们的橡塑产品在今年9月通过了国家建筑
材料测试中心的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
国家级行业相关标准，更主要的是，单

质硫控制在了10毫克/千克以下，成为北
京副中心行政办公区A2工程唯一指定供
应商。”高铁彦不无自豪地说。

发展，品质是根本

高铁彦说：“品质是发展的根本。”
神州集团引进了大批高技术人才，确保
产品种类推陈出新，并坚持全面贯标，
在国内同类产品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特别是“绿都”牌橡塑海绵和“金猴”
牌硅酸铝制品和玻璃棉制品，早在2008
年北京奥运鸟巢主会场和主火炬项目就
已应用，效果良好。“目前，我们的产品
被广泛信赖和应用，比如北京华茂中
心、北京银谷大厦、虹桥上海城、景德
镇陶瓷学院图书馆、沈阳东北世贸广场
等众多重大项目都应用了我们的产品。”
高铁彦说。

神州集团的产品在项目应用实践中
得到进一步认可。公司获4A级标准化良
好行为企业称号，获批河北省高新技术
企业，并入选中国建材《绿色建筑选用
产品导向目录》。

公司的发展是喜人的，但高铁彦对
行业的发展不无担忧。他表示，目前进
入行业的门槛低，企业多，规范性措施
少，存在着一些低质、低价的无序竞争
现象。比如做绝热保温制品的，像美国
一些发达国家，就那么几家企业在做，
但我们国内目前有上千家企业在做，企
业鱼龙混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好在
政府在不断规范行业，一些规范措施相
继出台，比如改革‘最低价中标’，这对
讲究品质的企业无疑是利好。相信，随
着国家监管力度的加强，保温材料行业
也会面临洗牌，一些企业会被淘汰。但
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我们相信：坚持品质一定能走得更
远。”高铁彦说。

实力，市场来证明

高铁彦告诉记者，公司的发展势头
良好。目前，公司占地61万平方米，厂
房20万平方米，拥有国内先进的生产设
备和技术，年生产橡塑海绵制品120万立
方米，玻璃棉制品10万吨，硅酸铝等耐
火材料2.8万吨。公司目前有员工1300多
人，2016年的销售产值达到15亿元，规
模和产值都处于行业前列。

神州集团结合产品的特点，确立了
立足河北、依托京津、辐射全国的营销
策略，几年来公司凭借优良的品质，稳
定的性能，合理的价格，完善的服务，
诚信的行为，进一步确立并巩固了公司
的品牌，产品畅销包括西藏、新疆在内
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并在全国各主
要城市设有区域销售部，形成了健全的
营销网络。目前，神州集团正在珠三
角、长三角等地选址建厂，为今后的全
国化发展做长远打算。

“公司的保温材料在满足国内需求的
同时，还远销俄罗斯、美国、韩国、马
来西亚等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中
亚、中东等地区，取得较好的销售业
绩。”高铁彦补充说。

说起未来的发展，高铁彦表示：“我
们不讲大的道理，不喊大的口号，只想
踏踏实实走好发展的每一步。把产品做
好，把行业做强，争做国内保温材料行
业的领跑者。以高质量的产品泽惠百
姓、服务社会。——这就是我们的追
求。”

争做国内保温材料行业的领跑者
——河北神州保温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铁彦访谈

□本报记者张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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