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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栏 

【精装房对沈阳楼市的影响】 

近日沈阳市建委出台的《关于加强沈阳市商品住宅全装修工程建设管理的
通知》（简称《通知》）中要求二环内新开工的商品住宅开发项目，必须全部装
修。对此记者进行多方调查，综合考量这一政策可能对沈阳楼市产生的影响。 

在沈阳出台的《关于加强沈阳市商品住宅全装修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中规定了，凡在沈阳市行政区二环内新开工的商品住宅开发项
目，必须全部实行全装修。其他区域商品住宅鼓励采用全装修。 

相关人士称，这一举措实行后二环内区域受到影响。 

施工期延长 供需失衡 

从“毛坯房”到“精装修”将延长施工期，而施工建设前还需一系列审
核，这也意味着成品楼的供应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导致供需失衡，许多刚需用
户将把目光转移到供应量更充足的二环外区域。 

成本增加 房价恐让人却步 

“精装修”将使开发成本增加，同时也预示着精装价格会使许多购房者望
洋兴叹，原来广大的购买群将缩水，许多立志在二环内买房的恐也会为房价所
累，转移目标，寻找房价事宜的优质房源。 

另一方面，沈阳本地精装修产品的普及有限，多数购房者对精装修产品不
熟悉，因而房地产投资商也不愿轻易尝试，在他们看来作为投资品，只要利润
最大化就行，不需要精装修这样的附加值。 

精装“质量门” 购房者信心不足 

之前在其他省市一些精装修楼盘卷入“质量门”，购房者担心精装房存在
隐患而不愿购买，消费信心大减。许多为“图省事”“倡环保”而购买精装房
的也坦言可能会改变初衷，买房前会更细致的考虑。 

众所周知，沈阳版“国五条”细则出台后，对过去处在非限购区的二环外
存在一定影响，过去一些在二环内受限购制约的客户，会转向非限购的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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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而经此次调整后，二环内外一样政策，使其失去这一区域优势。而《通知》
中关于“二环内需精装修”的要求将使意图在二环内投资建设的开发商出手更
加小心，二环外则获得相对优势。 

可以看出关于“二环精装修”的要求或将对沈楼市有一定的影响，“精装”
将成为许多打算在二环内买房的购房者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同时交通便利，保值
增值，房屋品质也是购房者十分关心的。二环绝佳的地段依然保持优势，“精装
修”是否左右沈阳楼市，仍需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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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2013 年中国管业十大品牌榜出炉】 

引人注目的 2013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评选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数轮评选评
审，终于伴着五月飘香的槐花尽情绽放。在这场全国近百家品牌的激烈比拼
中，金牛角在榜中榜中勇夺花魁，日丰、联塑、皮尔萨等紧随其后，前四落
座。 

管道事关饮用水安全，健康意识日益强烈的国人对“谁是管业十大品牌”
甚为关注。国内最具权威的商标门户中国驰名商标网和商务时报社、中国品牌
国际化促进会等媒体及品牌研究机构，作为主办方，虽然已连续成功举办数届
此项活动，但这次依旧像首次一样高度重视，品牌公示、公众投票、专家评审
等各项程序透明公开，确保其公正权威。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此次入榜的管
业品牌，都是在消费者中口碑良好，在市场上风头正健，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行业领军品牌。在国内首推 pp-r 管的金牛角品牌，自 2001 年之后，几乎年年
出新品，其铝塑复合压力管(对接焊、搭接焊)的标准还被列为国家标准，在业
内享有盛誉，这次在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榜中榜”中排名第一，乃众望所归。
来自江苏皮尔萨的皮尔萨品牌，其 pe 给水管等产品入选 2011 全国农村饮用水
工程;其 pp-r 高级家装管，经国家化学建材检测中心检测合格，号称为永不结
垢、永不生锈、永不渗漏的绿色高级给水材料;其产品管壁内添加有效抗菌成
分，防止细菌、霉菌滋生，达到有效抑菌效果，实现二度净化，不存在二次污
染问题。皮尔萨因此获得对此关注度很高的消费者的无数信任票，专家评委也
一致给予首肯。 

金牛角等 2013 管业十大品牌的诞生，对管业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力，对行业
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无疑将日益显现。 

附三个榜单 

一、2013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榜中榜 

1、金牛角 金牛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2、日丰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 

3、联塑 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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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皮尔萨 江苏皮尔萨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5、天净 上海天净管业有限公司 

6、同越 同越(苏州)管业有限公司 

7、蓝翎 上海蓝翎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8、弗兰卡 中硕塑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9、金德 金德管业集团 

10、伟星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2013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榜 

1、伟星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金牛角 金牛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3、日丰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 

4、中财 浙江中财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5、富亿 浙江富亿管业有限公司 

6、天骄 苏州市天骄建材有限公司 

7、瑞河 上海瑞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8、皮尔特 浙江皮尔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9、全能 浙江全能丰和塑业有限公司 

10、帝乐 沈阳帝乐管业有限公司 

三、2013 中国管业十大影响力榜单 

1、联塑 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日丰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 

3、公元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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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宝硕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5、同德 绍兴市同德管业有限公司 

6、垦德 浙江台州水博士管业有限公司 

7、丰亚 浙江丰亚管业集团 

8、亚枫 浙江亚枫管业有限公司 

9、白蝶 上海白蝶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国通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周沈阳商品房供应增 6 倍多 土地市场表现平平】 

新峰数据显示，上周沈阳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面积环比猛增 6 倍多，而销售
面积则环比小幅减少了 8.21%。新增供应与调控显现出的市场沉寂形成对比，
将给房企带来压力。上周土地市场成交量“挂零”，5 月份以来，仅有 3 宗土地
成交，表现平平。 

据新峰地产发布数据显示，上周(5 月 20 日—5 月 26 日)，沈阳商品住宅新
增供应面积为 52.99 万 m2，环比前一周大幅增加了 653.54%销售面积 24 万 m2，
环比减少了 8.21%。 

从成交的面积段来看，60-120m2 的产品销售了 15.57 万 m2，销售占比接
近 65%，依然是销售主力产品。而 180m2 以上大户型产品回落较明显，销售占
比不足 4 月的一半，共销售了 1.3 万 m2，仅占 5.44%。 

 “应该说，从商品住宅面积产品销售占比来看，细则的‘正向’作用逐渐
显现：满足刚需的中小户型产品热销;大户型的中高端产品、基本属于再改善的
产品，近期销售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沈阳新峰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于岳雅分析说。 

从销售区域上来看，浑南新区夺冠，由于受全运会临近的影响，浑南新区
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也随之逆势升温。从企业商品住宅销售量排行榜前十来看，
恒大与荣盛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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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经营性土地公告量占地面积 6.68 万平方米，公告量环比下降 35.24%;
土地成交量为“0”。5 月至今，土地供销情况处于比较低靡时期，经营性土地
仅有 3 宗成交，占地面积几乎是去年同期的“零头”。 

 “调控政策细则落地的影响，对土地市场逐渐的显现，开发商面对不甚明
朗的走势，多保持谨慎拿地的策略。” 于岳雅表示。  

【北京市 300 个老旧小区今年改造供热管线】 

今年，北京 16 个区县的 300 多个老旧小区将开始供热管线改造，并在供暖
季到来之前完成。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 917 个老旧小区完成了供热管线的改造。北京
市供热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年前刚来供热办工作时，到了冬天供热办的
投诉电话“响到接不过来”，现在情况已有很大好转。“北京的供热发展 50 多
年，最薄弱的环节在于基础设施，现在的改造主要是在弥补以前的‘欠
账’。”  
  今年，北京又将有 300 余个上世纪 90 年代左右建设的居民小区开始供热管
线的改造，从上个供热季的投诉看，比较多的集中在老旧小区。根据要求，改
造使用的管线都将采用较为先进的材料，避免短时间内再度出现问题，再度更
换。 

竞争对手资讯 

【伟星新材与张国立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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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时代娱乐圈明星和广告代言厂商的合作屡见不鲜，明星和代言广告犹如
鱼水，究竟是是谁给谁增光添彩这可不好说。这一次伟星新材和张国立的合作
不啻是一道打眼的横幅，拒绝洗脑式广告的标签打的有声有色，张国立本次与
伟星新材的合作，究竟是千里马与伯乐，还是俞伯牙与钟子期？ 

伟星新材与张国立的不解之缘 

伟星新材成立于 1999 年，位于浙江省临海市经济开发区。经过近 14 年的
高速发展，现已发展成为年销售达二十来亿元的国内专业塑料管道国内知名生
产企业。是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塑料管道生产企业之一，是国内 pp-r 管道行
业的技术先驱与龙头企业。 

伟星新材管道以高端的定位，星级的品质享誉家装界，雄厚的实力优质的
产品，令广大消费者趋之若鹜，要说伟星新材是品质生活的缔造者，也丝毫不
夸张。而作为演艺圈常青树的张国立也不遑多让，身兼国家影帝级演员、著名
导演、制片人等多重身份，就职于中国铁路文工团、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院
长、北京国立常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影寰亚文化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总经理。参与多部电视剧、电影、话剧、小品。2000 年以电影《一声叹
息》荣获第二十四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影帝）大奖。 

张国立完美演绎伟星管—高端管道典范 

伟星新材和张国立，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皆作为顶尖的存在，是如此的
契合。在某种程度上说，伟星新材和张国立实力相当，品牌质感和明星质感，
是如此的契合，千里马和伯乐的角色不适用于他们。张国立一步一跬，走的踏
实又艰辛。成为演艺圈常青树，是他长久以来善于省时度势的结果。这个男人
有异于常人的耐性，长于蛰伏的男人一般都有着高于普通人的眼光与对自身的
要求。他说他不想再接洗脑式广告，便身体力行筛选广告脚本。而伟星新材这
只家装产业巨鳄，恰好能符合张国立对广告的高标准严要求。 

品质至上的伟星新材，对广告的质量也是精益求精，张国立此次代言伟星
新材，不啻为俞伯牙与钟子期。双方都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契机。2013，张国
立精心筛选广告，力求给人一个新的代言印象，一扫洗脑广告的低俗风气；
2013，伟星新材欲更换新代言人，力求给人新的品牌理念和高端的概念。可
见，张国立和伟星新材，本次无论是从广告片的拍摄还是形象代言，都可以称之
为一次完美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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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荣登 2013 中国管材十大品牌榜】 

中国行业十大品牌活动组委会日前传出喜讯，由国内最具权威的商标门户
中国驰名商标网和中国十大品牌网、商务时报社、中国品牌国际化促进会联合
主办的 2013 中国管材十大品牌评选活动圆满结束，龙胜等十大品牌荣誉上榜。 

有专业人士通过对塑料管材行业的过往分析以及对未来五年前景预测后认
为，我国塑料管材发展已开始进入“黄金时代”。2011 年我国塑料管道的总产
量达 1000 万吨，预计到 2015 年，这个数字将变为 1320 万吨。然而这一利好
消息，只有对消费者信得过的管材品牌带来真正的“利好”，一些劣质品牌，
终究还是会被市场淘汰。本着“助力企业打造诚信品牌、引导消费者理性消
费、促进行业发展”的目的，中国驰名商标网等媒体和品牌研究机构共同举办
了 2013 中国管材十大品牌评选活动。此项评选已成功举办四届，以程序严明公
开、公正权威闻名业内外。由著名影人王刚担任形象大使的龙胜品牌，在这届
评选中非常抢眼，最终战胜全国百多品牌，荣登十大品牌榜，其卓越的品牌品
质彰显无遗。 

优势技术与现代管理助龙胜腾飞 

龙胜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建筑电器、建材、小家电、卫浴
等产品，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工业企业。旗下产品有：
龙胜管材管件、龙胜开关插座、名族浴霸、名族集成吊顶，龙胜换气扇、龙胜
卫浴、龙胜家居水电等，均已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品牌。龙胜公司在北京、上
海、沈阳、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西安、南京等全国各地设有 31 个办事
处，在全国拥有 400 多个售后服务网点，龙胜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东南亚、中
东和欧美等众多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好评，具有强劲的市场竞争优
势。 

具有雄厚实力的龙胜公司，在温州和上海设有两大生产基地，温州基地占
地 18000 平 方 米 ， 上 海 基 地 占 地 56000 平 方 米 。 龙 胜 公 司 拥 有 德 国
battenfeld(巴顿菲尓)先进的管材管件生产技术和设备，有 20 余条开关/插座
等小家电生产线、50 余台套全自动注塑机，有 cad/cam 设计和加工中心和齐
套的实验、检验设备。 

作为在行业率先通过 iso9000/14000 认证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
科技型企业，作为行业领先技术的倡导者，龙胜技术优势明显。公司 7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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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工队伍中，有 100 多人持有大专以上学历，50 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他们精心打造的一支专业性强、富有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二十年
来，取得了 100 余项专利。此外，他们实施现代化企业管理。完善科学的管理
流程和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可以说，龙胜产品
能够冲出国门走向世界，龙胜品牌能够决胜于全行业竞争，荣膺 2013 中国管材
十大品牌称号，与龙胜的科学管理与研发实力密不可分，它们为龙胜的腾飞提
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坚实的技术保障,并将为龙胜再创辉煌保驾护航。 

卓越的品牌魅力源自强大的品牌实力 

有着上海名牌、浙江省著名商标称号，获有中国管材十大品牌、管业品牌
建设奖的龙胜人相信，“材料好，管才好”，其塑料管道系统产品均使用正规
牌号管道专用料生产，产品均符合国家与行业相关标准，且保证正常使用 50
年。 

作为 2008 北京奥运工程材料供应商，龙胜公司优秀的管理能力和产品研
发、制造能力，获得了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认可，海尔、帅康、苏宁、国
美、樱花、百安居、东方家园、飞利浦、拜尔、西门子、格林翰克、欧司朗、
史密斯、阿里斯顿、汉庭酒店等企业，都与龙胜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合作伙伴关
系。龙胜负责为他们提供优良的 oem/odm 服务，他们也无声地提高了龙胜的
品牌声誉——龙胜的品牌魅力源自强大的品牌实力。 

近 20 年来，龙胜以产品为根本，以消费者为中心，践行“处处为消费者着
想”的经营理念，一直在扎扎实实做好产品。在民族品牌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管
材十大品牌龙胜，在稳健扎实立足于中国市场的同时，正放眼世界，致力于走国
际化发展道路。 

【台塑集团工程师到鞍山进行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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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集团工程师就有关问题进行技术交流。 

日前，台塑集团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工程师曾鑫顺到鞍山，与
鞍山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公司的员工就塑胶管材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技术交流。 

曾鑫顺首先介绍了 pvc 管、pp-r 管和 pe 管的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然后
详细讲解了塑胶管材的操作规范，并与自来水公司员工就具体问题进行了探
讨，最后，双方进行了塑胶管材规范操作的实际演示。 

【中德管业一季度生产销售全线飘红】 

一季度，中德集团管业公司生产销售全线飘红，超额 7.1%完成一季度销售
计划，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6.8%。 

今年以来，该公司一直保持产销两旺增长势头，产品供不应求。据介绍，为
避免库存出现断层，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客户需求，新进一批大型设备，进行扩产
增线，预计下半年再增加 3 条生产线。目前，设备已安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
【20 多位明星代言店口管业--店口探索品牌建设推动产业升级新路】 

马琳、桑雪、高雄、蒋大为……走在店口街头，满眼是微笑的明星头像，他
们肩负一项相同的使命：为这里生产的各式管材品牌代言。 
 
店口管业约有 1270 家企业，每年产出的管材占全国市场 70%的份额。2009 年 5
月以来，店口镇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众多管业企业老总奔赴北京、横店等地与明
星洽谈签约，规模庞大的华东汽配水暖城，店家们纷纷更换产品宣传册，在封面
印上代言明星头像。“大概有 20 多家管业企业聘请了代言明星。”店口镇副镇
长徐挺说。 

管业企业：为何集体聘请明星代言？ 

浙江中德如日管业有限公司二层楼梯口，影视明星陈建斌每天微笑着向进进
出出的客人“打招呼”。总经理冯伟栋的办公室内，也挂着两幅合影，那是去年
5 月 23 日，他与陈建斌在北京签约时拍的。这位喜好篮球的企业家，办厂 10
年来还是首次与明星如此亲密接触。 

 在店口，中德管业虽年产值过亿，但仍属市级苗子企业，规模不算最大。
成为最早聘请明星代言的企业之一，与冯伟栋的品牌意识不无关系，2001 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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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中德”，是中国驰名商标。“管业如今不做品牌很难发展。” 谈及聘
请明星代言的初衷，冯伟栋直言不讳。 

从一家小作坊起步，冯伟栋见证了店口管业的起起落落。2004 年，由于无
序竞争，店口管业检测合格率不到 40%，省质监局发出黄牌警告。经过 4 年多
整治，目前合格率已达 95%左右。但与此同时，生产成本日渐高企、市场竞争
渐趋激烈，双重挤压下的产业“附加值困境”，亟待突破。 

九豪管业集团在沈阳和店口各有一个管业生产基地，董事长裘永权发现，这
几年，南方用户越来越重视品牌，品牌产品不愁没有销路。2009 年 5 月，他重
金聘请奥运乒乓球冠军马琳担任“九豪”牌产品形象代言人。一时间，九豪管业
订单络绎不绝，从原来的黄河以北拓展到南方各省。 

不到一年，店口管业就聘请了 20 多位明星代言产品。店口镇党委书记张壮
雄认为，店口管业虽然整体实力较强，市场占有率很高，但个体企业普遍规模过
小、品牌不响，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管业企业集体聘请明星代言的背
后，是原本粗放经营的块状产业迈向现代产业集群的信号，也是区域经济由粗放
经营向集约经营突围的探索。 

品牌困境：凭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今年春节过后开工，中德管业总经理冯伟栋给全厂 100 多名职工涨了两成
工资，涨幅比往年增了一倍，直接的原因是招工难。除了用工成本，原材料、销
售等各项成本都在上升，产品售价却基本不变。“同样的管子，‘金德’比我们
要贵 40%，这就是品牌的差距。”冯伟栋说，请明星代言两年的价码是 200 万
元，“哪怕每年 300 万，我也要坚持下去。” 

雨禾管业、龙越管业、健富达管业、尤尼克管业等企业的老总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普遍认为，聘请明星代言，是企业为提升附加值的主动营销，更是市场所迫。
“经销商有要求，因为品牌不响产品就卖不动。” 聘请体育明星范晔作代言的
雨禾管业总经理陈培法这样说。 

“‘金德’作为全国管道行业的龙头老大，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仅
销售人员就多达 1.5 万名，远远高于生产线上的员工数，我们很难模仿。”龙越
管业董事长曹伟中认为，店口管业与一流品牌的差距，其实是综合实力的差距。 



 

16 

 

目前，店口管业拥有省级以上名牌产品 12 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4 只，但
与沈阳金德、武汉金牛、佛山日丰、浙江伟星等行业龙头企业相比，单家企业规
模相去甚远，品牌认知度更无法相提并论，与设备、技术、品质升级相比，品牌
的提升显然需要更长时间积淀。 

正是基于此，不少有胆魄的当地企业开始了新探索。今年，龙越管业开始亮
相央视，一期投入 200 多万元，在黄金时段播出品牌广告，并制定了长期的广
告营销计划。尤尼克管业不仅聘请蒋大为做代言人，还在杭金衢、沪甬等高速公
路口设置了大型广告牌，至今广告总投入已达到 2000 多万元。 

抱团出击：“店口管业”将成统一品牌？ 

九豪管业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经销店，如今都可以看到马琳卖力吆喝的身
影。裘永权告诉记者，根据合同，企业可以两次邀请马琳出席厂方活动。去年 5
月，马琳就参加了店口生产基地投产仪式。聘请明星代言就是为了扩大影响，裘
永权和其他管业企业的老总坦言，产品最终能占领多大的市场，质量起决定性作
用，品牌只是推波助澜。 

如何通过打造一流品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是店口镇副镇长徐挺经常思考
的问题。他认为，“聘请明星作代言，表明企业的品牌意识在觉醒，从现阶段看
不失为有效的营销手段。”但这种方式仍显初级、粗放，并潜藏一定风险，况且
多数管业企业还没有实力聘请明星代言产品。 

2008 年初，店口镇政府以“店口”、“管业”为主要元素，向工商部门申
请注册了 6 类集体商标。徐挺告诉记者，作为浙江省区域商标品牌基地，店口拟
有计划地启动“店口管业”等区域品牌的推广，推动块状产业的提升。 

事实上，这个设想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近日，店口镇政府与著名房产企业
绿城集团达成合作共识。“通过政府层面推荐一批较好的管业企业，通过绿城考
核后，将其产品纳入采购目录，我们将授权这些企业统一使用‘店口管业’的品
牌。”徐挺认为，这种方式既能促进管业企业销售，也可提升整个店口管业的品
牌知名度。 

参加展销和网上营销也是店口管业品牌推广的重要做法。对即将举办的春季
广交会和上海世博会等展会，店口镇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管业产业推介是其中一
块内容。华东汽配水暖网负责人高明告诉记者，网站除建立虚拟市场，为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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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入场企业免费作品牌推广外，还尝试与百度等网站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细分
营销，打响店口管业品牌。 

科研资讯 

【异径管管件使用技术分析】 

异径管管件在受压管道系统中是常见的重要部件但对异径管问题的研究基
本还是空白。通过理论分析对内压以及面内弯矩、扭矩作用下同异径管管件在
受压管道系统中是常见的重要部件但对异径管问题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通过
理论分析对内压以及面内弯矩、扭矩作用下同心异径管、无缝管偏心异径管、
异径弯管管件的应力进行了研究通过有限元数值分析和实验进行了验证。 

总结出应力分布或变形的特征： 

(1)内压作用下同心异径管大小端的面积压力差产生的弯矩引起大端相对张
开、小端相对收缩的现象;是一家集研究、探索、设计开发、制造和经营<气动
阀门对焊弯头、不锈钢异径管、不锈钢三通、不锈钢翻边管等工矿管道配件《卫
浴配件的专业生产企业。波纹管截止阀公司创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以质量信
誉求生存，以科技产品求发展，并不断的提高研发各种高质量新产品，特聘阀
门界元老，西安高压阀门厂退休高级工程师段发瑞为代表的技术精英来研究和
开发多种结构型式的新产品，在市场上保持一定的技术领先及盛誉。经过十多
年的坚持努力和勇于开拓，目前已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2)内压作用下偏心异径管管件偏心侧大端内表面及偏心侧中部外表面的环
向应力最大。 

异径管管件的连接方式多样，常见的管件类型有压缩式、压紧式、活接
式、推进式、推螺纹式、承插焊接式、活接式法兰连接、焊接式及焊接与传统
连接相结合的派生系列连接方式。这些连接方式，根据其原理不同，其适用范
围也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均安装方便、牢固可靠。连接采用的密封圈或密封垫
材质，大多选用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硅橡胶、丁腈橡胶和三元乙，免除了用户
的后顾之忧。 

国际资讯 



 

18 

 

【中石油在印尼 14 口油井因天然气争端被封】 

《雅加达环球报》周一报道，中石油国际周一表示，其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
14 口油井已被当地政府封锁。苏门答腊地方政府希望能保证能源供应安全。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该国国内自然资源管理乱象丛生。随地方政府的
自主权扩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权力与企业经营牌照重合方面时常产生
纠纷。  

在国内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印尼正试图吸引海外投资来扭转石油产
量下滑的趋势。但由于政府管理规则变化无常，以及对资源持民族主义立场，印
尼已经招致海外投资者诸多指责。 

中石油国际印尼区公关经理 Novie Latanna 表示，“他们锁住了大门，我
们工作人员无法进入维护。” 

她表示，“我们不确定这些油井是否正在安全作业，这些油井每天仍生产
433 桶石油与 1100 万立方英尺天然气。”  

“他们想要天然气，”Latanna 解释称当地政府去年要求每天得到 500 万
立方英尺天然气，用于发电。她表示，“但供应天然气程序十分漫长，当地政
府可能想加快进程。”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扣留了中石油的土地牌照。  
    “如果根据路线图设定的截止期限，天然气购买协议将于 2013 年 11 月签
署。” 

印尼中央政府指责当地 East Tanjung Jabung 政府此举，要求当地政府移
除封条。 

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 Susilo Siswo Utomo 批评称，“地方政府不应这
么做。” 

印尼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监管机构 SKKMigas 发言人 Elan Biantoro 表示，
East Tanjung Jabung 政府已经越权。 

他表示，“我们很失望。为什么要封井？他们封得是国家的资产。这表明
他们不了解石油与天然气行业。”他敦促当地政府加深对相关程序的谅解。 

他表示，“购买与出售天然气和买卖豆腐与豆酵饼不同。”中石油人士透
露，SKKMigas 一个工作组周二将与当地政府磋商。 

行业数据 

【塑料管道产量仍有望保持年均 15%左右的复合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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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下，我国塑料管材行业得到了高
速的发展。由于塑料管材在节能、节地、节水、节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预
计到 2015 年我国塑料管材生产总量约为 1320 万吨。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将逐年更加速推进，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需新增城市用水
量 32 亿立方米，因此，塑料管道产量仍有望保持年均 15%左右的复合增速。 

近十年来，塑料管道发展十分迅速。塑料管材在生活和工业应用中，以其
环保安全而越来越受青睐，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建筑
业，塑料管材不仅能大量代钢、代木、替代传统建材，而且还具有节能、节
材、保护生态、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建筑功能与质量、降低建筑自重、竣工便
捷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建筑给排水、城镇给排水以及燃气管等领域;塑料管材的
增长速度约为管材平均增长速度的 4 倍，远远高于各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增长发
展速度。以环保型绿色塑料管材替代铸铁管和镀锌钢管已成为新世纪发展的潮
流。塑料管材在发达国家，特别在欧洲得到了成功的发展和广泛的使用;在我国
的发展相对滞后，但近几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塑料管道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塑料管材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了，相信未来我国
塑料管材行业将迎来快稳发展。 

【2012 年中国地暖管材市场谁主沉浮】 

日前，在由中国建设报社主办的 2012 年中国地暖管十大品牌评选活动中，
我国地暖管道企业中最具代表性的 15 企业的参与，为广大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
2012 年中国地暖管道行业的运行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我们在借
助这 15 家参选企业的申报资料向读者总结 2012 年我国地暖市场上一些宏观现
象的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让广大读者参与到我们的评选活动中来，帮助我
们最大程度地确保此评选结果的公正性。 

群雄逐鹿：采暖重镇竞争激烈 
从参与 2012 年中国地暖管十大品牌评选活动的 15 家塑料管道企业(以下简

称“参选企业”)的申报资料看，2012 年北京地区采暖市场上地暖管的销售量
以约 1.11 亿米位列全国主要采暖城市的第一名。统计显示，在北京地区地暖管
的销售量名列前茅的企业有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
星”)、山东金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潮”)、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
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治”)和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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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据统计，上述 4 家企业的地暖管 2012 年在北京地区的销售量占参选企
业的地暖管 2012 年在北京地区总销量的 76%左右。 

和北京的情况类似，天津、沈阳和西安也是国内主要采暖城市中地暖管销
售量较大的几个城市。统计显示，在这 3 个城市中，15 家申报企业 2012 年地
暖管材的销售总量均在 0.96 亿米以上。其中，在天津和沈阳市场，这一数据突
破了 1 亿米。在天津地区，地暖管在该地区的销售量排在前几位的企业是军星
管业集团(以下简称“军星”)、伟星和联塑。这 3 家企业地暖管材 2012 年在天
津地区的销售量均在 0.1 亿米以上。据统计，这 3 家企业 2012 年在天津地区销
售的地暖管之和占参选的 15 家企业 2012 年在天津地区销售的地暖管总量的
63%。 

沈阳市作为东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采暖城市，是众多地暖管材品牌集中出
现的城市。在参选的 15 家主流地暖管材生产企业中，11 家企业 2012 年销售额
较大的前 10 个城市中都有沈阳市。对这 15 家企业 2012 年地暖管材在沈阳市的
销售量统计显示，在 2012 年沈阳市地暖管的销售量位于前几名的企业分别是金
德管业集团(以下简称“金德”)、伟星、河北日泰新型管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日泰”)和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丰”)。这 4 家企业的地暖
管 2012 年在沈阳市的销量占据了上述 11 家企业 2012 年在沈阳市地暖管总销量
的 68%左右。 

统计显示，西安同样是众多地暖管品牌扎堆出现的城市。参选的 15 家主流
地暖管企业中，12 家企业 2012 年销售量较大的前 10 个城市中都有西安。从这
些企业在西安地区地暖管的销售量来看，排名靠前的企业有军星、武汉金牛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和日丰。这三家企业 2012 年地暖管在西安
地区的销售量之和约占上述 12 家企业 2012 年在西安地区地暖管销售总量的
49%。 

与多数地暖管材企业争抢北方采暖市场的情况不同，15 家参选企业的地暖
管 2012 年在南方地区出现得较少。在参选的 15 家企业中，在南方地区销售的
地暖管品牌主要有乔治和爱康企业集团 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在
成都、重庆、武汉和“长三角”地区，乔治都是当地地暖管的销售大户。其中
乔治 2012 年在“长三角”地区地暖管的销售量占该公司当年全年地暖管销售量
的 33%以上。在参选的 15 家企业中，2012 年出现在南京和常州地区的企业只
有爱康一家。 

此外，相关数据表明，参选的 15 家企业中，部分地暖管生产企业的销售状
况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企业的主要销售城市临近产品的产地。土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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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河北地暖管材企业唐山道诚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道诚”)、宏岳塑胶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岳”)和日泰这三家企业，其地暖管 2012 年主要销
售在河北及周边省。在道诚 2012 年地暖管销售量较大的城市中，石家庄、唐山
和张家口均名列前茅。宏岳和日泰 2012 年地暖管销售量最高的城市都是秦皇岛
市。据统计，这两家企业 2012 年地暖管在秦皇岛市的销量之和几乎占据了参选
的 15 家企业 2012 年在秦皇岛销售总量的 72%。与宏岳和日泰的情况类似，军
星是天津地区地暖管销售量最大的企业，其在天津地区地暖管的销售量约占参
选的 15 家企业 2012 年地暖管在天津地区销售总量的 32%。 

与地暖管材企业的销量主要集中在产地附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丰在东
北地暖市场上非常活跃。从日丰的申报材料中可以看出，日丰 2012 年在长春、
营口、沈阳、抚顺、大庆等地的采暖市场均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其中长春是
日丰地暖管 2012 年主要销售市场中销售量最多的城市。 

独领风骚：pe-rt 管销量遥遥领先 
2012 年不同品牌的地暖管企业在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同时，不同类别的地暖

管本身也经历着一场“自我蜕变”。从主流地暖管企业生产 pe rt 管和 pe xa 管
的数量来看，目前 pe rt 管在地暖管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均独领风骚。 

pe xa 管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传入中国。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pe xa 管因优良的耐热性能、低廉的售价得到大部分地暖施工企业的钟爱，一
度成为我国地暖管市场上的“霸主”。但 pe rt 管进入中国市场后，在多种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其在中国地暖市场上的发展十分迅猛。目前 pe rt 管在市场上的
生产和销售均已超过了 pe xa 管。这在参选的 15 家企业的申报资料中，表现得
十分明显。 

统计显示，金德、联塑、伟星、金牛、军星、金潮、宏岳、乔治、爱康、
日泰、道诚、河南瑞泽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和龙口市南山塑钢建
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13 家地暖管企业 2012 年共采购了约 18 万吨地
暖管生产原料。这些原料约有 35%来自 lg 化学，约 31%来自于 sk 化学。 

统计显示，上述 13 家申报企业 2012 年采购的所有原料中，pe rt 管的原料
约为 13.92 万吨，占这 13 家参选企业 2012 年原料采购总量的 77%左右。据统
计，上述 13 家企业采购的 pe rt 管原料中有约 40%来自于 sk 化学、约 30%来自
于 lg 化学。统计显示，联塑、伟星、金潮和道诚采购的 pe rt 管原料 59%以上
来自于 sk 化学。而日泰、爱康、南山、军星、宏岳和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高”)这 6 家企业采购的 pe rt 管原料 63%以上来自于 lg 化学。此外，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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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乔治和金德采购的 pe rt 管原料中也有一部分来自陶氏化学(中国)有限公
司。 

相关数据表明，上述 13 家参选企业 2012 年共采购了约 2.28 万吨 pe xa 管
的生产原料，占地暖管原料采购总量的 13%左右。在生产 pe xa 管的瑞泽、道
诚、军星、日泰和宏岳这 5 家企业中，道诚的 pe xa 管 2012 年全部选择的是湖
南石化的 pe xa 管原料，瑞泽采购的 pe xa 管原料中部分来自湖南石化和三
星，军星、日泰和宏岳三家企业 2012 年采购的 pe xa 管原料全部来自 lg 化
学。 

由以上数据分析得知，参选企业 2012 年采购的 pe rt 管的原料是 pe xa 管
的 6 倍还多。这种情况在参选企业生产的地暖管的种类中同样可以体现出来。
在上述 13 家企业中，不生产 pe xa 管的有金德、乔治、联塑、爱康、伟星、金
潮、南山和金牛共 8 家，其中只生产 pe rt 地暖管的有金德和南山两家企业。
(由于 pb 管和 pe xb 管在地暖管材市场中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除金
德和南山两家企业外，剩余 6 家企业涉足了 pb 管或 pe xb 管业务。)在生产
pe xa管的瑞泽、道诚、军星、日泰和宏岳这5 家企业中，pe xa管的业务占公
司地暖管总业务 60%以上的只有道诚和瑞泽两家，军星、日泰、宏岳的地暖管
业务中 pe xa 管占比约在 17%到 47%之间。 

注：一、15 家参选企业分别是：金德、日丰、联塑、伟星、金牛、军星、
金潮、宏岳、乔治、爱康、日泰、道诚、南山、瑞泽、永高。 

二、对于文中援引的申报企业的数据，其真实性与精确度有待于进一步核实。 

实讯快报 

【近期地块交易结果】 

地块编号 DLG-1311 

地块名称 SHN09-01-1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3424.87407 
成交日期 2013-05-23 

竞得人 沈阳浑南创意传媒产业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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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G-1313  

地块名称 CYS03-01-09-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41 
竞得总价（万元） 822.499791 

成交日期 2013-05-23 

竞得人 沈阳奥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14 

地块名称 CYS03-01-09-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41 

竞得总价（万元） 833.888438 

成交日期 2013-05-23 
竞得人 沈阳宝利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15 

地块名称 CYS03-01-09-3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41 

竞得总价（万元） 1860.684544 
成交日期 2013-05-23 

竞得人 辽宁兴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17 

地块名称 CYS03-01-09-5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41 
竞得总价（万元） 752.489771 

成交日期 2013-05-23 

竞得人 沈洋万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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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皇姑 2013-01 

地块名称 京沈西二街东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078 
竞得总价（万元） 39676.34129 

成交日期 2013-05-27 

竞得人 沈阳瑞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31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七号路-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896 

竞得总价（万元） 5478.49344 

成交日期 2013-05-23 
竞得人 方银座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 2012-015 

地块名称 101 国道西侧-7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902 

竞得总价（万元） 6292.352000  
成交日期 2013-05-27 

竞得人 沈阳太湖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 2012-016 

地块名称 101 国道西侧-7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903 
竞得总价（万元） 73392.228000  

成交日期 2013-05-27 

竞得人 沈阳太湖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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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SJT2013-09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佟沟街道紫薇路东 1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384 
竞得总价（万元） 4764.544560  

成交日期 2013-05-27 

竞得人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地块编号 QPS13-001 

地块名称 泗水科技城 1300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2759.548948 

成交日期 2013-05-22 
竞得人 沈阳棋盘山智慧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QPS13-002 

地块名称 泗水科技城 1300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077.870495 
成交日期 2013-05-22 

竞得人 沈阳棋盘山智慧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QPS13-006 

地块名称 泗水科技城 1300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076.265879 

成交日期 2013-05-22 
竞得人 沈阳棋盘山智慧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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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QPS13-013 

地块名称 泗水科技城 13013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096.907513 

成交日期 2013-05-22 

竞得人 沈阳棋盘山智慧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55 

地块名称 燕塞湖街-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228 

竞得总价（万元） 3674.230448 

成交日期 2013-05-14 
竞得人 沈阳鸿隆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13 

地块名称 SHN08-02-16-0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1885 

竞得总价（万元） 1274.344825 
成交日期 2013-05-09 

竞得人 沈阳万润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