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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十分突

出，2016年建筑业总产值达到19.36万亿，

占GDP约26%，从业者超过5000万，是名

符其实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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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国际化

n 资本化



n 为什么要发展工厂化装配式建筑

n 工厂化装配式建筑发展概况

n 各地的推广政策

n 加快发展的两点建议

一、装配化



    我国现有的建筑技术路径（称之为传统技术）形成于

1982年，即钢筋混凝土现浇体系，又称湿法作业。客观上

讲，虽然对城乡建设快速发展贡献很大，但弊端亦十分突

出：一是粗放式，钢材、水泥浪费严重；二是用水量过大；

三是工地脏、乱、差，往往是城市可吸入颗粒物的重要污

染源；四是质量通病严重，开裂渗漏问题突出；五是劳动

力成本飙升，招工难管理难质量控制难。这表明传统技术

已非改不可了，加上节能减排的要求，必须加快转型，大

力发展工厂化装配式建筑。



    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工厂化

装配式建筑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归纳起来有3种模式：



    一是以万科和远大住工等为代表的钢筋混

凝土预制装配式建筑（PC）。这种模式适合于

量大面广的多层、小高层办公、住宅建筑，在

传统技术框架和框剪基础上侧重于外墙板、内

墙板、楼板等的部品化，部品化率为40～50%，

并延伸至现场装修一体化，成本进一步压缩，

已接近传统技术成本，可以做到约5天建一层。



框架剪力墙+墙板和楼板部品化



二是以东南网架、中建钢构等为代表的钢结

构预制装配式建筑。这种模式适合于高层超高层

办公、宾馆建筑，部分应用到住宅建筑，在传统

技术核心筒的基础上，侧重于钢结构部品部件尽

量工厂化，还延伸至现场装修一体化，部品化率

为30～40%，强调集成化率。



钢筋混凝土核心筒+钢结构部品部件



       三是以远大工厂化可持续建筑等为代表的全钢结构
预制装配式建筑。这种模式适合于高层超高层办公、宾
馆、公寓建筑，完全替代传统技术，更加节能（80%）、
节钢（10～30%）、节混凝土（60～70%）、节水（90%），
部品化率为80～90%，部品在工厂内一步制作并装修到位，
现场快捷安装，高度标准化、集成化使成本比传统技术
压缩1/4～1/3，可以做到每天建1～2层，体现于“六节
一环保”（即更加节能、节地、节水、节材、节省时间、
节省投资、环保），符合循环经济理念，又好、又省、
又快，实现了从粗放的建筑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是建
筑业转型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可持续建筑采用的技术
路径是在钢结构上的部品化、集成化，实现了近似标准
集装箱式运输，海运成本大幅降低，可破解一般装配式
建筑运输半径的瓶颈。





此装配式非彼装配式，对此要有全面

辩证思维。各有市场细分、特点和局限性。



可建建安成本曲线

传统技术建造成本曲线
建安成本：元/平米

层数

J202



建安成本（全口径竣工合同价）

n 对80~120层超高层建筑，按现行钢筋混凝土核

心筒+钢结构传统技术施工并简装后竣工合同

总价平均约为14500~16000元/平米，同比可建

成套交付价可节省1/3。

n 对30~70层高层建筑，传统技术竣工合同总价

平均约为5500~6500元/平米左右，同比可建成

本交付价可节省1/4。

n 对20~30层小高层建筑，抽样样本偏少，可节

省1/6。



n 80~120层超高层建筑

其中，已建成5项（上海中心、广州西塔、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深圳京基金融大厦、南京紫峰大厦），在建6项（深圳
国际金融中心、天津117塔、广州东塔、北京中国尊、重庆嘉
陵帆影、长沙国际金融中心）。

11个样本平均 1.6万元/平米 106层 517米 51.2万平米

具体为：上海中心 121层 632米 57.4万平米

深圳国际金融中心 118层 660米 46.1万平米

天津117塔 117层 597米 84.7万平米

广州东塔 116层 539米 50.7万平米

北京中国樽 108层 528米 43.7万平米

广州西塔 103层 438米 44.8万平米

重庆嘉陵帆影 103层 468米 39.2万平米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01层 492米 38.2万平米

深圳京基金融大厦 100层 441米 22.5万平米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 95层 452米 101万平米

南京紫峰大厦 89层 450米 35万平米



n 30~70层高层建筑

9个样本平均 6548元/平米 46层 209米 12.65万平米

具体为：大连裕景 62层 278米 10.00万平米

河北开元环球中心 53层 245米 17.80万平米

21世纪 50层 211米 11.04万平米

深圳太平 48层 228米 13.13万平米

石家庄苏宁广场 45层 198.8米 12.91万平米

辽宁锦州喜来登酒店 43层 181.5米 10.15万平米

上海太平 38层 208米 11.06万平米

中建大厦（北京） 38层 180米 15.20万平米

三里屯一号通盈中心 38层 149米 12.60万平米

其中，已建成5项（大连裕景、河北开元环球中心、21世
纪、辽宁锦州喜来登酒店、上海太平），在建4项（深圳太平、

石家庄苏宁广场、中建大厦、三里屯一号通盈中心）。



n 20~30层小高层建筑

5个样本平均 5513元/平米 26层 125米 15.82万平米

具体为：成都博瑞·创意 22层 / /

东方金融 23层 99米 11.49万平米

望京SOHO 25层 96米 19.00万平米

成都来福士广场 29层 / /

望京保利国际广场 31层 180米 16.97万平米

其中，已建成4项（成都博瑞·创意、东方金融、望京

SOHO、成都来福士广场，在建1项（望京保利国际广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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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国办《关于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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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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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在10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



政府的主要作用

n 倒逼机制

n 鼓励和示范



以上海为例，装配式建筑发展风生水起，如火如荼。

                                倒逼+奖励



建筑业企业的新要求

n 必须会装配式施工

n 最好有独特产品技术或产业联盟



工厂化装配式替代现浇体系唯有：

n 更好

n 更省

n 更快



敦煌文博会主场馆8个月就又好又省又快建成



科技发展同样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n 用发展的眼光分析重大技术的是非曲折

与来龙去脉

n 用全面辩证的思维找准可行路线（两利

相权取其大，两害相衡取其轻）



二、信息化

n BIM技术是建筑产业信息化的重要抓手

n 推广BIM技术要解决两个问题



    有专家指，大数据技术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姑且听之。但大数据技术对建筑产业的深刻

广泛影响已悄然而至，那就是BIM技术，覆盖勘

察、设计、施工、运维等过程，主要包括三维设

计可视、专业协同、三维分析模拟、工程成本预

测、绿色建筑等应用。



    BIM技术中关于冲突检测、绿色建筑、

成本与进度管理、安全质量管理、供应链管

理、运营维护等关键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开

始产生促进建筑业技术升级、降低材料和能

耗、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工厂化装配式建

筑发展、促进建筑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的效果。 



当然BIM技术仅仅是建筑产业信息化的抓

手之一。关于互联网技术在建筑产业中的应

用，有些在BIM技术中体现了，有些还在摸

索。



关注：

n BIM技术

n 大数据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

※南通四建的创新——材料供应平台联盟

  河南林州的实践——政府创建材料供应平台联盟



三、标准化

n 建筑产业标准化已有成效

n 建筑产业标准化还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



    我国建筑产业标准化工作自始至终具有全局

性和战略性考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以房屋建

筑为重点的标准化工作更是成就斐然，具有全面

覆盖、全寿命周期（建设、使用）、全新技术领

域、全体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协会标准、企业标准）等四个方面特点。



    抗震标准经受了5·12汶川地震的全面检验。

    事实表明，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执行89

版抗震标准后新建和加固的房屋，基本上未倒

塌，确保大震时人的生命安全，实现了“大震

不倒（实际烈度超过设防烈度）、中震可修

（实际烈度等于设防烈度）、小震不坏（实际

烈度小于设防烈度）”的设计要求。



  以成都市为例，其设防烈度7度，实际发生

也是7度，即中震，但成都安然无恙，房屋很少

出现开裂损坏，尤其是90年代以后新建和加固

的房屋基本上处于中震不坏、不用修的状态。



    节能标准对国家节能减排战略贡献突出。    

    我国自2005年开始全面推行建筑节能标准，

2007年实现了 “三个全覆盖”，即地区全覆盖

（三北地区、冬冷夏热地区、冬暖夏热地区）、

类型全覆盖（住宅建筑、公共建筑）、过程全

覆盖（设计、施工、验收），受到世界的广泛

关注。



  同时，我国还基本上实现了绿色建筑标

准，即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境保护

（简称“四节一环保”），并延伸至绿色施

工标准，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变。



建筑产业标准化还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标准体系中国标与行标职责划分

不清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问题。 



    二是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反

映出来的标准国际化问题。建筑业企业

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

是我国标准国际化的问题。



    约瑟夫·奈说，在信息时代，真正

的赢家是那些会讲故事的国家和组织，

美国政府及其企业在这方面做得一直很

好。



   建议要加快做好我国标准与欧美体系

（重点就是英美德法和欧盟标准）的全面

对照对接工作和标准的专业翻译工作，要

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工作来抓好。



关注：

n 牢固树立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理

念。

n 今后要加强协会标准工作

n 衡量质量管理水平的新三要义：

         鲁班奖+企业标准+优秀工匠



四、绿色化

n 牢牢抓住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

n 正确把握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方向

n 要有引领世界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方向

的自信



    绿色已成为国家发展理念，并列入

新时期建筑方针（适用、经济、绿色、

美观）。



    绿色发展的核心在于低碳。清华大学

胡鞍钢教授认为，当前的全球低碳经济运

动无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低碳经济不仅

成为当今世界潮流，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政

治家的道德制高点，而且也揭示了城市规

划建设的实质。



    三个趋势，一是尽可能减少钢材水

泥玻璃用量；二是尽可能实现工厂化装

配式，减少工地消耗和污染；三是尽可

能从方案论证开始排除碳排放高的建筑

方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引领

世界城市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规划建设

发展方向的毫无疑问是欧美一些国家。



    当前，我们不但要把握好国际化大

都市规划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且还

要清醒意识到我国将历史地担当这一发

展方向的引领者的责任。



    首先是借鉴，要对是非曲直有准确的判断。

以美国为例，一方面一般城市规划建设深受霍

华德“田园城市”思想影响，摊大饼、汽车轮

子上的国家，土地和能源严重浪费。另一方面，

国际化大都市商业中心区（以纽约曼哈顿为例）

规划建设却又极尽节省土地空间之能事，开创

了许多国际化大都市之先河。交通路网密布，

不在车流人流和交通路网上算小账，而在建筑

高度、容积率上算大账。



    在此基础上，强调高层超高层建筑

之间高度、体量、色彩、风格上的协调

并注重形成建筑轮廓线。



    据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很

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将在2050

年前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1/3。无论历史地

看，还是现实地看，中国都将引领世界城市规

划建设发展方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中华民族具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当前世界正崇尚低碳发展的道德要求。三者合

一，用低碳、简约、实用原则抓好城市规划建

设，应当成为引领发展方向的价值观。



城市天际线

建筑轮廓线

交通路网

兼谈城市总规与城市建设的结合问题









A CB

居住人口

   5000人

   3000人



60平方米/人

A CB

12平方米/人

1平方米/人

人均建筑占地面积（前提：人均、车均道路面积相同）

A 我国传统城市路网如北京

  （500×600米）

B 新规划标准后城市路网如深圳

 （200×300米）

C 国际著名大都市CBD路网如曼哈

 （50×60米）



  思考：

n总规与标志性建筑的协调（高度、体量、

色彩、风格）

n低碳城市与低碳建筑（简约、实用、合理）

n科学的交通路网与建筑容积率

※重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



关注：

  雄安新区令人期待！

n 为什么要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n 如何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



n 为什么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一是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可以有效

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新的两翼。

二是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

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三是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发

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点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

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n 如何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

    从宏观、战略和历史的层面，我建议：

一是历史性地把握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三要素——城市

天际线、建筑轮廓线、科学的交通路网。

二是全面地把控好规划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内涵——低碳、

简约、实用。

三是深刻地把脉住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

史的重要作用——演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责任的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经典范例，千年大计。



五、设计施工一体化

n 设计施工一体化的趋势

n PPP模式下的深刻影响



    我国的房屋建筑市场模式改革虽同时起步

（从1987年全国推行鲁布革试点经验开始），

但未能及时跟上工业（如石化、电力、冶金、

纺织等）及部分铁路、交通、水利项目市场模

式变革的步伐，大多仍延续着计划经济条件下

的模式，弊端已充分暴露（中标前甲方压级压

价肢解总包强行分包严重；中标后设计、施工

方不断变更洽商追加投资超概严重；低层次恶

性竞争激烈，市场混乱，腐败频发，问题突

出）。



    原因就在于其背离了市场经济“花

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才既讲节约又讲

效率”的规律。



    如深圳地铁五号线采用总承包方式实现节

省投资15%、缩短工期38%、实实在在体现了

“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又好又快建设，有利

于设计施工总承包企业做强做大，有利于公共

投资项目监督方式创新提高效益效率有效杜绝

腐败），此后许多城市建设地铁时都复制了这

种方式。



    今后建筑产业的竞争可能更多是在

EPC市场模式下的竞争，必须做到“交钥

匙”基础上的更好、更省、更快，由此可

以预见建筑产业综合技术的集成应用将是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浙江中天是建筑业知名企业，在下行压力

下却逆势而上，其成功经验就是发挥专业技术

优势，主动提前优化、缩短工期、节省投资，

中标价和结算价惊人的吻合，赢得更多高端回

头客。

  上海现代集团作为全国最大的超高层建筑

设计承包商，刚刚成功借壳上市，提出了两大

发展战略，其一就是发展EPC。

  这就是供给侧改革。



  以上，无论是中铁工的全面总承包经验，

还是中天的以施工单位为主实质推动总承包的经

验，亦或是现代集团将以设计为龙头推动总承包

的实践，九九归一，都是建筑产业推行设计施工

总承包一体化市场模式改革，实现更好、更省、

更快的有效方式。目前就假定哪种方式唯一是不

现实的，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需要关注的是，在EPC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改

革，即PPP模式。EPC的关键在于形成真正意义

上优化设计、缩短工期、节省投资的甲乙双方

理性契约关系。PPP则是更深入的改革，是投资

方式改革的深化，必然产生公共投资项目全面

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效果，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可以断定，真正意义的PPP必然需要

EPC，真正实现EPC则必然需要建筑产业综合技

术的全面创新和提升。相信，这将会是经济新

常态下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供给侧改革

创新的必然要求。



六、国际化

    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在紧密跟踪

调研建筑业企业的成功实践，如云南建工、福

建建工、东南网架、苏中建设等。



七、资本化

克劳塞维茨说：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

建议学会用“互联网+ ”思维分析问题。



 彼得·蒂尔《零到一，商业帝国的秘密》诠释了
“互联网+”的新思维——未来、预期、结合上市。

 建筑业几大央企经验值得研究。上海现代集团未
来发展可资借鉴。

关注：



n 装配化

n 信息化         

n 标准化

n 绿色化

n 一体化

建筑产业现代化

= +

         

n 国际化

n 资本化



我们高度关注钢结构建筑特别是装配式钢

结构建筑的成功示范及其对建筑产业现代

化发展方向的影响！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