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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下  筑未来 

和筑印象与津砼科技 

拟联合打造首家创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公司 

暨天津地区建筑工业化创新产业联盟平台的提案 

一、混凝土的起源与行业发展困境 

1、起源 

中国商品混凝土行业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90 年代获得了蓬勃发

展。早在国家“九五”计划中，就开始颁布“禁现令”，2001 年，国务院和

两大部委再次明确提出，要提高水泥散装率，发展商品混凝土。当时中国城

市步伐不断加快，商品混凝土需求量大幅提升，商品混凝土也越来越多的在

工程中得到推广和使用，因此成就了中国商品混凝土的黄金 30 年。 

2、发展困境 

目前天津市混凝土行业发展总体处于产能严重过剩（目前产能利用率仅

达 18%）、企业效益滑坡、应收账款居高不下，有资质企业和无资质企业并

存的复杂环境，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2010-2016 年天津市预拌混凝土产量产能变化 

时间 设计生产能力 

（万 m3／年） 

年产量 

（万 m3／年） 

产能比 

% 

年产量增长率% 搅拌站 

数量 

2010 8810 3867.33 43.90 ＋51.14 149 

2011 11374 4313.22 37.92 ＋11.53 191 

2012 13188 3874.40 29.38 －10.17 213 

2013 13560 4869.90 35.91 ＋25.69 221 

2014 14554 4351.40 29.90 －10.65 229 

2015 15451 3548.17 22.96 －18.53 241 

2016 15810 3797.74 24.02 ＋6.80 240 

从上表来看，2011 年受国家 4 万亿投资影响，行业产能扩张严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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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起行业产能过剩状况持续恶化，在 2015 年末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22.96%。2016 年虽然有小幅提升但产能过剩对行业冲击仍影响较大。 

由于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市场竞争加剧，销售价格下降，利润空间缩减，

垫资销售攀高，应收账款困难，盈利能力下降等多种问题的发生，大部分企

业面临亏损和转型无力的双重压力。同时，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日以严谨，

混凝土行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考验，亟待转型升级，迫切的寻找新的发展模

式。 

为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有效化解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和筑印象携手津砼

科技拟联合打造创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公司，帮助商品混凝土公司向建筑工

业化方向转型升级。  

二、合作背景: 

1、建筑工业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行业迫切的需要转型升级。然而，从世

界各地的建筑历史与建造方式，以及目前国家相关部门世界各地的考察论证

来看，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唯

一出路，并可以获得持续健康的久远发展。 

根据中央国务院以及十六、七、八、九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工作报告中，

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等产业政策相关文件，促使建筑工业化的时

代已然到来。建筑工业化是通过现代化的制造、运输、安装和科学管理的大

工业生产方式，代替传统建筑业中分散、低水平、低效率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以经营促发展、以技术为先导，以信息化为管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在建筑标准化的基础上，培育技术服务体系，实现建筑构件在设备上生产，

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保障，使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逐步走上专业化、社会

化的道路。 

2、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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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全国兴起一片 PC建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全国已建

有 500 余家 PC 工厂，其中仅江苏省就多达 90 余家，但仍有大部分企业陆续

投身建设当中。经调研，天津地区已建成及在建 PC 工厂项目约有 16家（不

包含已签订合同和意向客户），其中大型工厂以天津住宅集团和远大星辰两

家为首，天津市 90%的构件均由两家工厂提供，产能严重不足。 

从整个行业发展来看，就目前现有的工厂数量，仍满足不了天津地区的

市场需求。根据天津市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天津房屋施工面积 16736.18

万 m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6412.18 万 m2；房屋竣工面积 3,907.91 万 m2，其

中住宅竣工面积 1,471.88 万 m2。 按照到 2020 年，天津市装配式建筑占新

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以上的规划，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房屋竣工面积的

比例应为 30%，约 1,172 万 m2。按照钢筋混凝土结构占比 80%，预制率 60%，

每平方米需钢筋混凝土 0.35m3计算，到 2020 年，年需 PC 构件约 197 万 m3。 

根据《天津装配式建筑“十三五”发展规划》信息，天津市现有部品部件生

产企业预制混凝土构件年生产能约 83 万 m3。 预计到 2020 年，每年装配式

建筑市场缺口将按照 38 万 m3的缺口相继拉大。 

投资建设 PC 构件工厂，若企业单独建设，一次性投入资金较大。按照

一般标准小型的 PC工厂，占地面积至少 100 亩、整体投入预计 1亿元左右，

虽年产能按 15 万 m³以上设计，但实际产量一般最高仅达设计产能的 60%左

右，即年产 9 万 m³（其中涵盖内、外墙产品，如只做叠合楼板及其他构件产

品，产能还将缩减，最多年产 3-4 万 m³）。在惨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中，由于

所投资金分摊到各构件种类当中，必将导致产品单价居高不下，最终在后续

市场当中失去竞争能力，若经营状况不佳，将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 

和筑印象与津砼科技经多次探讨交流，为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促使

行业可以健康有序的发展，决定联合打造建筑工业化行业（天津地区）首个

创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公司（建筑工业化创新产业联盟平台），以下简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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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盟平台”整合装配式建筑行业优质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避免

能源资源浪费。拟通过企业合资合作，实现有意向转型的商混企业在减少整

体投入的情况下，进入装配式建筑行业。通过联合意向企业，利用各企业现

有场地资源，实现构件产品的分布式生产（各企业生产某一类型构件或部

品），再由产业联盟平台对外承接业务，分配到各个工厂。产业联盟平台可

最大化的消化独自建厂投入的巨额资金与潜在风险，通过产业联盟平台在帮

助各企业大大减少整体投入与降低转型风险的同时，还将促使企业获得最大

化的收益（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成熟的建筑部品专业化生产联盟形式）。

具体实施方案参见第八条各构件工厂投入成本分析。 

3、政策支持 

1)国家层面 

新型工业化建造方式是实现住宅产业化的关键环节，预制装配式建筑结

构是我国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主流。2016 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

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缩短建造工期，提升工程质

量。制定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完善部品部件标准，实现建筑

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鼓励建筑企业装配式施工，现场装配。建设国家级装

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

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在具备条件的

地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71 号）指出，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

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有利于促进建筑业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

融合、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推动化解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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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指

出，推广智能和装配式建筑。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

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大力发展装配

式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不断

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

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中推广普

及智能化应用，完善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机制，实现建筑舒适安全、节能高

效。 

2017 年《“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

办法》《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指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

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达到 20%以上，积极

推进地区达到 15%以上，鼓励推进地区达到 10%以上。鼓励各地制定更高的

发展目标。建立健全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规划体系、标准体系、技术体系、

产品体系和监管体系，形成一批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部品部件规模化生

产企业和工程总承包企业，形成装配式建筑专业化队伍，全面提升装配式建

筑质量、效益和品质，实现装配式建筑全面发展。到 2020 年，培育 50个以

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20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500 个以上装配

式建筑示范工程，建设 3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基地，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和带动作用。 

2)天津市地方层面 

天津市对落实装配式建筑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

建筑的实施方案》（津政办函〔2017〕66 号）指出 2018 至 2020 年新建的公

共建筑具备条件的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中心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和中

新生态城商住宅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 

《市建委关于加强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的通知》（津建科〔2017〕3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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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保障性住房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公共建筑项目、中心城区、滨海新区

核心区和中新生态城商品住宅等 5类项目必须采用装配式； 

《天津市装配式建筑”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津建科〔2018〕19

号 ），进一步强调：到 2020 年，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

到 30%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装配式建筑实施比例达到 100%；培育 1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1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培育 5 家以上

龙头企业，形成 2个以上优势企业为核心、贯通上下游产业链的产业联盟。 

三、市场分析 

PC 构件产品定位，应结合整个建筑市场的发展现状综合分析，制定出工

厂产品种类名录。从建设领域看，我国大型基础设施采用工业化建造方式的

程度较高。工业建筑（单层或多层工业厂房）领域使用装配式混凝土构件总

体上比例不高，大量采用钢结构制造。民用建筑领域（商业建筑和住宅）预

制构件用量较少，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行业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必将带来

PC 预制构件产品的大量市场需求，除预制墙板、预制楼板、预制楼梯、阳台、

预制梁柱外，随着住宅产业化和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悬挂式阳台、整体式厨

房、浴室都可实现工厂化生产，现场安装，进而实现房屋建造全面的工业化。 

本项目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民用建筑领域——PC 构件，根据项目运营和市

场需求状况，还可以陆续增加其他混凝土预制构件相关产品以及相关市政构

件等产品。根据《天津装配式建筑“十三五”发展规划》信息，天津市现有

部品部件生产企业预制混凝土构件年生产能约 83 万 m³。 预计到 2020 年，

天津市预制混凝土构件年生产能力为 100万 m³，PC构件市场缺口将有 75-134

万 m³。本方案完成后，预制构件产能约 7 万立方米，仅满足天津 2020 年装

配式建筑 PC构件市场缺口的 5-9%。 

参照天津市政府对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要求，结合天津市场现状，以装配

式建筑 30%装配率为目标，产品定位应用在民用建筑领域，供应装配整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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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结构住宅水平构件，即叠合楼板、楼梯、阳台板、空调板等。 

四、和筑企业介绍： 

和筑印象是一家服务于建筑工业化行业的创新型综合服务企业，位于滨

海之城天津。企业自成立以来，以广阔的视野，在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和

技术优化方案的同时，通过拓宽渠道，整合行业优质资源，率先在行业内创

造性的打造了独有的创新型全产业链服务模式。目前和筑印象可提供装配式

建筑完整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已发展成为建筑工业化行业创新型综合企

业，服务项目涵盖从技术咨询、深化设计、成套装备、部品制造、附件供应

以及成品房屋整体交付等一系列服务。 

和筑印象以“和天下、筑未来”为企业使命，“以创新经营发展撬动建

筑工业未来”的发展信念，决心打造建筑工业综合优势一体化服务平台，致

力于成为建筑工业化行业中独有、领先，乃至一流的创新型综合服务企业，

为促进行业发展、提升建筑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做出不懈的努力。 

五、合作理念： 

在当前建筑工业化市场发展阶段，整合行业优质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从而提高合作效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与运营成本。通过合作方协

同作业，依托合作方之间的优势，根据各自的服务内容，按比例来共同分

享合作收益。 

六、合作主题： 

和筑印象与津砼科技为适应建筑市场发展的需要，就装配式建筑项目的

相关，针对建筑工业化市场发展进行合作，拟联合打造天津地区具有综合竞

争能力的建筑工业化产业公司。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诚信合作、共同

发展的理念，从而促使合作方通过合作产生的综合优势，在建筑工业化领域

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七、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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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筑印象与津砼科技就建筑工业化市场的发展形式， 针对现阶段建设

预制工厂的占地大、投入高、产能小、效率低的集中生产模式进行分解作业。 

本项目方案采取分散投资模式，将各种构件产品进行分类分布作业，从

而减少企业总体投入、降低企业转型风险。双方将通过 82231 战略发展规划，

邀请 8 家商混公司，帮助其转型发展；成立 2 家楼梯和阳台与空调板预制工

厂、2 家叠合楼板预制工厂，用于面向市场供应构件产品；成立劳务、物流、

钢筋加工 3 大配套中心，用于配合预制工厂的钢筋供应、产品运输、生产制

造与现场施工装配等辅助作业；通过和筑印象经营与技术的综合优势，与各

工厂之间的协同作业，在市场之中形成合力，为建筑工业化行业打造 1 个极

具影响力的创新型服务企业。 

序号 工厂类型 数量 备注 

1 楼梯、阳台、空调板工厂 2  

2 叠合楼板工厂 2  

3 钢筋加工中心 1  

4 劳务公司 1 有成熟公司 

5 物流公司 1 有成熟公司 

八、投入成本 

1、楼梯、阳台、空调板工厂： 

序号 类  别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生产厂房 2000㎡ 600 1200000 可利用现有堆场罩棚 

2 行车 6 70000 420000  

3 模具 若干  800000  

4 运输车 1 150000 150000  

5 蒸汽锅炉 1 200000 200000  

投入总额   2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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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叠合楼板工厂 

序号 类  别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生产厂房 3000㎡ 700 2100000 可利用现有堆场罩棚 

2 生产线 1 6000000 6000000  

3 行车 6 70000 420000  

4 模具 若干  800000  

5 运输车 1  150000  

6 叉车 2 7 140000  

7 蒸汽锅炉 1 400000 400000  

投入总额   10010000  

3、钢筋加工中心 

序号 类  别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备注 

1 生产厂房 2000㎡ 600 1200000 可利用现有堆场罩棚 

2 弯箍机 1 180000 180000  

3 调直机 1 160000 320000  

4 桁架机 1 1350000 1350000  

5 行车 2 70000 140000  

投入总额   3190000  

4、劳务中心 

序号 类  别 数量 单价（元） 备注 

1 生产工人 140人 350 m³ 
按年产 7万方计算， 

投入总额按实际发生为准。 
2 装配工人 140人  

投入总额   

5、物流配送中心 

序号 类  别 数量 单价 总价（万元） 

1 挂车 20 50 1000 

2 司机    

投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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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济效益 

序号 主营业务 工厂数量 产能 单价（元） 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1 
楼梯 阳台板 

空调板 
2 11200m³ 3300 3696 739 

2 叠合楼板 2 60480m³ 3300 19958 3992 

3 钢筋加工中心 1 8601.6 4600 3957 791 

4 劳务公司 1   2509 502 

5 物流中心 1   1075 215 

十、结论 

1、本项目方案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符合国家住宅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绿色建筑、节能减排等产业

政策的要求，属于国家鼓励投资的领域。 

2、本项目方案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通过市场分析和预测、运营状况预测，本项目方案的财务指标良好，符

合投资要求。 

3、本项目方案公担投资风险 

本项目方案通过合作模式共同建立 PC 构件工厂，投入总额仅占单独建

厂的 30%，极大的分担了单独建立构件厂的投资风险。每家工厂在必须完成

联盟平台生产任务的同时，也可自行开拓业务，增加利润点，经营方式灵活。 

综上，该项目实施将帮助各混凝土企业成功转型，同时引领行业发展新

模式，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和筑印象（天津）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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