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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 09

兰州宏建：丝绸之路上的绿色建设者
本报记者 梁隽妤

故事要从 62 年前讲起，一个
在繁华的大上海发展起来的企业，
响应国家号召，
来到了当时还很荒
凉的甘肃兰州一处偏远的空地，
这
就是最早的兰州宏建集团，
当时那
个企业叫做兰州市水泥制管厂。
62 年后的今天，一个以科技
引领绿色建材发展的现代化企业
活跃在西北大地、丝绸之路沿线，
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兰州宏建集团董事长
田炫宏说：
“ 作为一家创新型老国
企，既要有创新精神，又要有责任
意识。因为建材安全了、现代化
了，人民的生活就安全了，现代化
了 ；国 家 建 设 就 安 全 了 ，现 代 化
了。
”

响应号召
“来”
响应号召
“改”
田炫宏回忆说：1956 年，公司
响应国家号召来西北支援建设；
1998 年，公司再次响应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号召，
将企业改制为股
份合作制企业。
改制前，
濒临倒闭的企业干部
员工思想传统，思路保守，产品单
一，工艺落后，账面资金不足 5 万
元，
员工入股股金在改制前已被企
业使用所剩无几，企业潜亏严重，
加上改制后企业发展不确定性给
员工造成的认识不统一，
企业运行
举步维艰，
困难重重。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实
现了“98 渡难关、99 求发展、2000
上台阶”的发展目标，田炫宏至今
想起都觉得是一着险棋。通过生
产规模的壮大与资源整合，2004
年企业提出了“以人为本、科技为
先、创新为魂、追求卓越”的经营
理念，顺利实现了集团化运作的
管理模式。通过 8 年的不懈努力，
至 2012 年企业把人才引进、品牌
战略、企业文化、技术创新等新的
发展元素引入了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并以“项目立企、科技强企、质
量兴企、环境塑企”为企业新的发
展战略，凝聚了人心链，延伸了产
业链，提升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原
动力。
改制后，经过 20 年的不懈努
力 ，经 营 指 标 逐 年 大 幅 度 上 升 ，
2017 年集团总销售收入 20 余亿
元，是 1998 年 631 万元的 316 倍；
实 现 利 润 1.4 亿 余 元 ，是 1998 年
16.4 万元的 853 倍；上缴税金 1.6
亿余元，是 1998 年 155.61 万元的
102 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转型
升级给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成果的
同时，企业还十分重视人本管理。
一方面，在安全管理、清洁生产方
面带头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率
先在同行中淘汰黄标运输车辆，
集
团公司不断加大环保生产资金投
入。另一方面，
职工生活得到了显
著改善，十多年来，每日为员工免
费提供保质保量的三餐，
建造住宅
355 套，
总计 35985 万平方米。
田炫宏回忆说：
“ 当年我刚来
的时候，
很多员工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我接手以后，就先解决员工的

完成 20000 套没问题。我们 24 小
时全员加班加点，
掀起了一场千人
大会战，
提前一个礼拜工期完成了
20000 套混凝土铁路护栏，赢得了
铁道部的充分肯定，
并与我们企业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充分体现
出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
的宏建人是敢打硬仗的队伍。
”

混凝土的
绿色产业链

兰州宏建集团董事长田炫宏
住房问题。企业与员工共享发展
成果，
用行动来回报社会。有切实
的关怀在，员工对企业也非常信
任，企业内部从来没有大的矛盾，
被评为兰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
”

产、
学、
研联合
创新之路
为摆脱水泥制品低端产品市
场竞争愈演愈烈的困扰，
宏建集团
创新了产、学、研联合互补互强的
策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研制生
产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
公司根据国家推广采用节能
节地、
轻质高强新型墙材的产业政
策 ，与 甘 肃 省 建 材 科 研 院 联 合 ，
2001 年，研制开发出了 GRC 墙板
的系列配套产品微孔轻质砼多排
盲孔砌块，并投资 2200 万元建成
一条年产 20 万立方米的微孔轻质
砼多排盲孔砌块生产线，
该生产线
工艺技术属国内首创，
关键技术获
得国家专利。同时，
又研制开发出
新型防水保温材料“FSG 憎水珍珠
岩保温绝热板”等，达到国家第三
步建筑节能要求的新型墙材，
从而
以系列化、
配套化的生产抢占了墙
材市场的制高点。
在与甘肃省建材科研院合作
成功之后，
公司又与中国建材研究
院、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合
作，
引进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并将
其很快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
2003 年与国家苏州混凝土水泥制
品研究院共同投资建设商品混凝
土搅拌站项目，该项目于 2003 年 3
月开工建设，
6 月建成投产，
创造了
西北地区同等规模站中建设速度
快、
周期短，
投资省的三项纪录，
当
年单项新增产值 1260 万元，新增
利润 120 万元。
近两年，
集团研发出更加耀眼
的新项目，2016 年投产的甘肃宏
森高性能环保生物质纤维复合新
材料，全屋定制，零甲醛产品投入
市场以来，
引起行业专家及广大客
户的高度关注和市场的广泛青睐。

无一不考虑环保与节能因素。宏
建人以“混凝土改变世界，我们改
变混凝土”的敬业和创新精神，注
重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不断用创
新产品占领市场高地。
自 2009 年开始，兰州宏建商
品混凝土在甘肃电力调度中心
楼、甘肃大剧院、皇冠假日酒店等
200 米以上的城市地标性建筑项
目以及兰州轨道交通、兰州市水
源地建设等省市重点工程、大型
桥梁项目中，采用自主研发生产
的 C60 自密实、自流平等特殊性能
混凝土的应用，赢得了市场的高
度好评，与此同时，兰州宏建砼业
科技公司混凝土以绝对的技术优
势形成了自主品牌和质量优势，
占领了市场高地。2012 年公司编
制的《寒旱地区自密实顶升混凝
土技术研究与应用》被中国混凝
土与水泥制品协会评为行业技术
革新奖项目。
传统的混凝土也可以有科技
含量。比如兰州宏建集团的新型
混凝土试配装置，
可以一次准确对
混凝土中各原材料用量进行计算，
减少混凝土试配次数，
由原来一个
强度等级试配 5—6 次减少到一次
成功，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试
验用原材料，节省了劳动量，降低
了成本。
田炫宏深有感触地说：
“ 技术
含量高，带来了企业强大的竞争
力，
竞争优势非常明显。青藏线二
期工程德令哈段竣工两个月前，
一
段铁路两侧需要加防护栅栏，
相关
建设部门找了当地很多企业都完
不成，后来找到我们，问我们能不
能在两个月的时间生产出 2000 套
混凝土的铁路护栏。当时我表态，

在做大做强商品混凝土的同
时，
公司把目光转向了商品混凝土
产业链的延伸上。依托苏州水泥
制品研究院的技术力量在兰州地
区率先试制成功混凝土掺入矿渣
微粉新技术，2014 年投入 1.2 亿元
在兰州市榆中县建设了年产 60 万
吨 S95 矿渣微粉生产线，2015 年投
产后产品质量达标，
实现了尾矿资
源循环利用，
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2010 年为积极响应兰州市企
业出城入园政策，集团公司率先
入驻兰州新区，目前宏建集团新
材料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已全面完
成，其中甘肃宏森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高性能环保生物质纤维复
合新材料生产线于 2016 年 5 月投
产以来，产品刚进入市场推广期
销量已经走俏，赢得了良好口碑，
在业界产生了颠覆性的产业革命
效应，也填补了西北企业新材料
研发生产的空白。目前有 36 条生
产线投入生产，产品 70 余种，已销
往青海、敦煌、宁夏、四川、重庆等
地。
田炫宏介绍：
“ 公司的产品一
直在不断创新和升级中，
而且完全
是围绕产业链在开发新产品。由
水泥制品到混凝土、
生物质装饰新
材料，再到绿色装配式建筑、房地
产开发，
由建材到装饰新材料再到
建筑工程，由室外到室内，不断进
行技术升级。实现了工厂制造、
现
场组装的新材料绿色装配式住宅，
连装带建，一栋二层的 200 平方米
房子基本上 2 个月就可以完工，成
本从建设到装修全部完成不到
100 万元。”对于装配式住宅的优
点和市场，
田炫宏如数家珍，
他说，
装配式住宅具有绿色环保、
节能降
费、抗震抗风等特点，市场空间很
大，比较适合用于新农村建设、低
层别墅、小镇建设、旅游景区特色
住宅等。

混凝土产业
有新技术
在集团公司混凝土产业的发
展中，不断探索研发新技术，从原
材料的选用、生产、运输过程的控
制，到施工现场产品的交付使用，

兰州宏建集团

公司名片
兰州宏建建业集团有
限 公 司, 是 1956 年 由 上 海
迁兰的老字号企业。1998
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2004 年组建为企业集团，
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建材制
品生产企业，并涉足房地
产开发、酒店经营等多元
化行业。集团总占地面积
1000 余亩，员工 1200 余人，
资产总额 18 亿余元，总注
册资本 6.41 亿元。集团公
司是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
品协会副会长单位，甘肃
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副会
长单位，甘肃省建设科技
与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单
位，兰州市预拌混凝土协
会常务会长单位。2010 年
至 2017 年被中国建筑协会
混凝土分会连续 8 次评为
“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
业和绿色生产示范企业”，
荣获“2015 年度中国建材
行业质量诚信品牌奖”，至
2018 年连续 10 年蝉联中国
建材企业 500 强和中国建
材 最 具 成 长 性 企 业 100
强。2018 年成功跃居“中
国建材企业 100 强”，荣获
双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集 团 公 司 以“ 科 技 强
企，质量兴企，项目立企，
环境塑企”为发展战略，坚
持走资源节约、循环利用、
清洁生产的发展之路，以
国家绿色产业政策为导
向，以市场为目标、科技为
引领、产业化为支撑，大力
发展绿色产业，全力推进
集团公司跨行业，多门类
发展和集团化运作新战略
的实施。
宏建集团积极参与社
会 公 益 活 动 ，回 报 社 会 。
多年来，为汶川和玉树、舟
曲灾区捐款 46 万元，捐棉
被 1077 床，缴纳特殊党费
8000 元；为三所学校捐款
28 万元，捐课桌椅 150 套，
捐书包 400 个；为 2 个村捐
资 17 万余元建便民桥；投
资 300 余万元为集团驻地
河湾堡西街建承载 100 吨
桥一座，并为周边居民免
费安装健身器材 20 余套。
在精准扶贫工作方面，
2018 年宏建集团与兰州市
环保局结对帮扶永登县民
乐乡细沟村村民，宏建集
团作为村民脱贫载体单
位，以经济扶持和就业带
动相结合的扶贫方式，传
递着企业的正能量。另
外，宏建集团出资捐建了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马坡
乡尖山村村民饮水工程，
解决了该村村民饮水困难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