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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型“双防”材料落户天津
——中关村固邦科技入选十大
“千里马”项目
苏鹏

国内首家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
馆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为企业解
决难题，助政府招商引资，帮创业者提供孵
化空间，
为高科技项目、产品打开市场，
为社
会各界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感受，自今年 8
月在天津试运营以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
注。三季度以来，365 体验馆共接待来自北
京、浙江、河北、云南、江苏、江西、黑龙江、山
东等地政府、园区、企业、投资机构参观访
问、项目洽谈近 800 余人次。
其中，天津“中国中药材种植基因库”、
武汉“
‘大流量高效等离子体’
发起治理成套
装置”、北京中关村固邦科技“SY-02 高分子
强力防腐防水卷材”等企业，经专家委员会
层层筛选，考察评选为“第三季十大千里马
项目”，计划于 11 月份精彩入馆，面向社会
进行展示、交易。值得一提的是，中关村固
邦科技的“双防”新材料在此次评选中犹如
一匹黑骏马脱颖而出，
其在国际上率先实现
了防腐、防水的“双防”效能，对双防材料行
业的开拓和行业标准的制订都起到了风向
标的作用。此次荣登榜首的同时，
中关村固
邦科技也应 365 体验馆之邀落户天津发展。

天津市委常
委 、组 织 部 长 盛
茂 林 视 察 ICID
国际交互产业
（京津冀）365 体
验馆并给予高度
肯定。盛茂林
说 ，ICID 是 一 个
崭新的产业，365
体验馆打造了一
个全新的平台，
对天津经济的发
展将起到促进作
用。

国内“双防”材料存缺口
行业标准尚未建立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固
定资产投资不断加大，建筑施工工程，水利
及铁路、机场、公路、地下轨道等交通工程，
桥梁、港口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行业都实现
了较快较好的发展，
对防腐防水材料的需求
越来越大。
在以往的工程建设使用过程中，
防腐与
防水材料都是单一属性的产品，也就是说，
一种材料只能用来防腐或防水，
不能两者兼
顾。
然而，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
是人们对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防
腐防水的施工，
也变得相当重要。以国内污
水池的防腐防水现状为例，目前，各省市的
污水池建设蓬勃发展，
但在污水池防水防腐
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防
水防腐材料、性能检测与施工工艺等仍沿用
房建工程的技术，
尚未形成一套适用于污水
池防水防腐的专用技术。
传统的污水池防水防腐层一般采用沥
青基、高分子基和水泥基等作为防水材料，
土工膜等作为防腐层，
这些材料都是分层存
在的。由于防水和防腐层都是物理性地黏
结在基面上，且各自都有一定的厚度，形成
“两张皮”，无法与混凝土形成坚实的整体，

环保型双防材料
有望引领行业发展风向标

“ 双 防 ”材 料 应 用
于污水池防腐，解决了
过去传统的污水池防
水池防水和防腐层由
于都是物理性地黏结
在 基 面 上 ，形 成“ 两 张
皮”的情况。

所以在直接承受大容量含有重金属的酸碱
水，或被海水浸泡后，就容易出现剥离基层
的现象，
往往使用不久就发生防水防腐层被
大面积破坏。
由于“双防”功效的材料一直存在“缺
口”，
相关的行业标准自然也没有制定，
而没
有行业标准指导，
这一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就
很难实现，
这一切都导致了“双防”材料在应
用上的长期空白。

固邦科技研发新型双防卷材
实现业内首创
“太吃力了，怎么都拉不起来”，在 ICID

沿的环保强力自黏技术、独特的防腐技术，
是防腐防水界的首创。不但应用于污水处
理等市政工程，
还可运用于建筑、交通、工业
等领域。大到地铁工程的地下轨道，
小到居
民家庭住房的卫生间防水层铺设，
这样具有
双防作用的材料都可以使用。
对于防腐防水材料而言，
最大限度发挥
“防”的作用，达到延长使用寿命的目的，是
其终极使命。而保守估算，
“SY-02 高分子
强力防腐防水卷材”的防腐与防水寿命至少
有 30 年。在地下掩埋工程，可以长期浸泡
在带腐蚀液体中，
做到与砼结构密不可分。
面对这样的新型产品，
人们在好奇的同
时，
对其安全性和性价比也十分关心。从环
保方面而言，
“SY-02 高分子强力防腐防水
卷材”已经成为业内的领头羊，其无毒、无
味、不燃的特性，已经通过了毒性测试和安
全检测，
是绝对环保的材料。另外在施工中
无需底涂和明火作业，避免出现危险源，在
消除了消防隐患的同时也节约了资源。
至于价格，该项目负责人表示：绝对比
进口的传统产品要低。因为产品的特性，
它
在使用过程中对于建筑的隐形成本的控制
也非常明显，
比如低渗漏低腐蚀降低了维修
成本，
加快了施工进度，
减少了财务成本，
所
以，
这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新型产品。

国际交互产业 365 体验馆，一块只有几平方
米大的正方形卷材，引起了参观者的关注。
将它轻轻贴在地上，
再想揭起来就不是那么
容易了。好几个身高体壮的男士，
用尽力气
去拉，也无法将其揭起，它的黏合力让众人
惊叹。
这是“SY-02 高分子强力防腐防水卷
材”的一个特性，高黏合力保证了其能与砼
结构有效黏结，形成复合+融合的防腐防水
体系，
充分恢复和发挥自防水防腐的功能。
当固邦科技公司研发出“SY-02 高分子
强力防腐防水卷材”后，
短短的半年时间里，
它已经成为防腐防水材料界的“宠儿”。该
项目负责人介绍，
这款产品采用国内外最前

“SY-02 高分子强力防腐防水卷材”的
横空出世，对防腐防水材料业来说，无疑是
一次“地震”。该材料在功能上实现的防水
与防腐的复合体，
在技术上使用的业内最领
先科技以及在环保性能方面达到的完美效
果，都足以让整个行业在未来发生质的飞
跃。可以预见，未来的工程应用中，防腐防
水将朝着整体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一材多
用”、环保安全、施工简便、经久耐用的防腐
防水材料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单位和
个人的青睐。而具备综合性能优越、集防腐
防水于一身的环保型材料，
将以其科技领先
的优势以及极高的性价比成为这个市场最
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产品。
另一方面，
“SY-02 高分子强力防腐防
水卷材”的出现，也为行业标准的订立树起
了一个标杆，
因其在各方面的技术均已达到
该领域的顶尖标准，
所以其各项指标均可作
为行业标准制订的参照。从这方面来说，
“SY-02 高分子强力防腐防水卷材”对促进
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有着开拓性的
意义。而此次作为“千里马”项目落户天津，
在 365 体验馆这个最适合它的舞台上，其未
来必将大放异彩。

红光 104 路边、红光工业区、红光公司农业用地、红旗农场违建拆除工程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
红光 104 路边、红光工业区、红光公
司农业用地、红旗农场违建拆除工程。
二、
招标范围：
1、全部地上物拆除（含户内水、暖、
电等相关配套设施拆除切改），2、建筑垃
圾清运，3、现场维护管理（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4、违建清拆期及维护管理期内
稳定维护，5、其他，包含但不限于可能涉
及的赔偿费用。

三、
服务期：
自拆迁决定下达之日起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该工程全部完成。
四、
投标人资格要求：
1、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及
以上资质在有效期内；2、营业执照副本
在有效期内；3、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
期内；4、非天津市施工企业应提供《进津
建筑企业信息登记卡》；5、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注：投标单位报名时需携带以上

证件的原件及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到
场报名者应携带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五、
投标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16 日（工作日 830—1730），
报名费：
400元/家。
2、报名地点: 天津市恒时建筑工程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卫津
南路霞光道翠泉别墅 22 号楼）。

3、领取招标文件时间：2017 年 10 月
17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3 日（工作日 8
30—1730）。 招 标 文 件 每 套 售 价 1500
元，
售后概不退换。
六、招标单位：
天津农垦红光有限公司，联系人：马
工、孙工，
联系电话：022-86887186
招标代理：天津市恒时建筑工程招
标代理有限公司，联 系 人：高博，联系电
话：23922999-8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