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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上午，花园大型木材市场里人
来人往、车水马龙，数十辆装满红木原材料
的集装箱一字排开，迎接红木家具企业主前
来选购。随着节后红木家具企业生产恢复，
节前在港口的木材纷纷出港运抵这里，使红
木家具企业有充足优质的原材料，为红木家
具市场兴旺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王江红摄）

《金华日报》记者叶永永

如果，建房子像搭积木一样方便就好了。
如今，这一想法已成现实，在“建筑之乡”东
阳，有两家建筑企业在发展装配式建筑方面走
在前列，把“搭积木”式的建造方式运用到现

实生活中。
建房子如搭积木一般

“如果我不说，你们绝对想不到，这样一
幢单层别墅样板房，从建成到装修，只花了一
个月时间。”近日，东阳市坚易装配建筑有限
公司总经理郭进飞说。

郭进飞所说的别墅样板房矗立在花园新材
公司内，占地面积约 200 平方米，外观与一般
农村楼房别无二致，但是建筑速度和成本却不
到普通农村楼房的一半，这其中有何奥秘？

“与一般农村住宅钢筋混凝土的主体不
同，这幢房子的主体是钢架，并采用装配式方
法建造而成。”郭进飞说，搭建这样一个钢架
只需要一周左右，加上用新型“ALC板”拼装
墙体，粉刷装修，差不多只需一个月时间，比
建造普通农村住宅快多了。

相 比 普 通 的 农 村 住 房 ， 用 新 型 “ALC
板”墙体材料采用装配式建造方法建造的楼
房不仅造价低，而且可以快速拆除，整个过
程绿色环保，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度假区和景
区采用。

“装配式建筑是未来建筑业发展的新趋
势，包括城市居民楼以及农村住宅等，将来都
可能是装配式建筑。”郭进飞说，目前花园村
的一些小区正在进行旧房改造，他们打算采用
装配式建造方法集中建造一批装配式建筑样板
房，进行进一步宣传推广。

批量“制造”房屋变为现实
与东阳市坚易装配建筑有限公司侧重点不

同，浙江筑工科技有限公司则专注于装配式建
筑的批量化生产，并在东阳成立了第一家装配
式建筑工业化生产基地，让批量“制造”房屋
变为现实。

走进浙江筑工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自动化流水线上，经过装模、放钢筋
网、混凝土送料、布料机布料、振捣、预养
护、收面、蒸汽养护、成品拆模起吊等多个步
骤，一块巨大的楼板便展现在眼前。

“在传统建筑中，主辅构件需在施工现场
由人工浇筑，质量存在不稳定性，而在装配式
建筑工厂化流水生产线上，建筑构件预制均采
用严格的工艺标准和智能操作，机械化程度很

高。”浙江筑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德韩
说，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建造方式相比，大大缩
短了工期，并提高了质量。

据了解，装配式建筑是将建筑物的梁柱、
墙体、楼板等主要组成部分在工厂进行预制，
然后运输到工地上现场装配而成，相当绿色环
保。目前，该公司投产的 PC 流水线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并已在积极申报省装配式建筑工业
化示范基地。

装配式建筑将成产业发展新方向
去年，东阳全年完成建安总产值 2573 亿

元，同比增长7.8%，连续九年蝉联全国县级市
首位。在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同时，东阳建筑
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突破点又在哪里？答案是装
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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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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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住房城乡建
设部则根据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 要
求，到 2020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
例 20%以上；到 2025 年，这一比例则要升至
50%以上。

近 年 来 ， 东 阳 建 筑 业 致 力 创 新 和 转 型
升级，加快培育建筑龙头企业，引导发展
装配式建筑，成立装配式产业化工人培训
基地，全面提升东阳建筑业发展层次和水
平，并积极完善政策措施和制度体系，使
之与当前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相协调，培育
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部品部件生产等
全产业链。

同时，东阳要发挥好现有建筑产业化试点
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围绕工业化、标准化、
现代化，加快推动东阳从建筑大市向建筑强市
转变，为建筑业在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实现新突破。

“搭积木”式建房 工厂批量化生产

装配式建筑让造房子事半功倍 本报记者王江红

近日，走进花园金波公司各车间，只见工人们都
已在各自岗位上，认真地干着自己手头上的活。“我
们正月初九就已开工，员工返岗率也是相当的高，各
车间正开足马力赶订单、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花园金波公司董事长邵宏宝告诉记者，春节前，公司
订单还源源不断，目前已经排到了后面几个月。

为了保证春节期间的订单，花园金波公司出台了
相应的政策。“一方面，我们对坚守岗位的员工上浮
当月工资；另一方面，我们还对返乡员工报销往返车
票，这样也抑制了节后老员工的流失。”邵宏宝说，
不仅如此，公司春节前还成立了以党员干部以及管理
人员为主的“生产支援队”， 目的是在繁重的订单任
务前，能让一线员工按时回家过年又不影响销售订
单。

在智能芯片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支援生产的花
园金波公司总经理助理、品质部经理高延刚。他对记
者说，部分云贵川等偏远地区的一线员工，也在正月
十五之后陆续到岗，此前，生产支援队就很好地解决
了暂时的员工不足问题。“生产支援队的产量还是不
错的，不仅使企业生产销售没有受到年关的影响，还
激励了一线员工。”

花园金波公司是花园集团成员企业之一，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电子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项目，拥有 30 多项创新专利，主要生产
高精密铜合金波纹管、特种不锈钢波纹管、温控器以
及智能芯片、指纹传感器等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
于国防军工、智能家居、消费电子以及制冷配件上。
目前，花园金波公司有员工 400 多人，高级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 100 多人，具备强大的设计和研发能力。
2017 年，花园金波公司再次荣获“全国电子信息行
业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一年之计在于春，有了良好的开端，相信今年
公司一定会实现大踏步飞跃。”邵宏宝信心满满地
说，今年他们还要在现有产品基础上开拓新领域，引
进先进设备，建成年产 500 万套指纹识别模组生产
线，并建成国内一流的指纹锁检测中心，为企业健康
快速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花园金波公司

开足马力赶订单

本报通讯员陈璋昕

“恩，我想和你一起看这本书，可以吗？”“当然
可以了，我这本书可好看了！”近日，花园外国语学
校幼儿园里这样分享阅读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自 3
月 12 日起，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开展了为期两周
的“我的图书去旅行”分享阅读活动。小朋友们纷纷
带来了平日里自己最心爱的书籍，与全校的小朋友一
起分享当时自己阅读的快乐。

走在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走廊里，不时从路边
的“阅读小屋”“阅读毯”上传来细细的翻书声，原
来现在正是小朋友的班内分享时间。小朋友们将自己
带来的图书放在老师布置好的地毯上，组成了一个班
级临时的“图书馆”，大家各自选了感兴趣的图书，
就开始了妙趣横生的阅读之旅。

“刚开有很多小朋友不愿意分享自己带来的图
书，宝贝得很，但是分享了几次之后就都愿意了，有
时候还要和其他小朋友‘推销’自己的书呢！”一位
老师笑着说道。过了一会，一列小火车开了过来，原
来是其他班的小朋友来分享图书了，正在看书的小朋
友不但没有紧张，还落落大方地介绍了起来。“这是
我们的图书馆，看，这本是我的书，我最喜欢这本书
了，你看不懂我可以跟你讲⋯⋯”

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们为了让小朋友们
真正爱上阅读，并在阅读中体会到快乐，不仅为小朋
友们策划了这一场场阅读活动，而且还为小朋友们的
图书精心制作了图书卡和阅读记录表，让每本书的每
一次阅读都留下真真切切的足迹，当图书真正地经历
一场旅行，回到小朋友手中时，也能给小朋友带来一
种不一样的体验。

据了解，为了响应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的号召，
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积极展开了各项营造书香校园
的主题活动。作为全面展开的第一阶段，“我的图书
去旅行”活动以全园联动的形式，为后期各项活动的
展开拉开了一个完美的序幕。今后，花园外国语学校
幼儿园也将积极开展各类相关活动，多方面、多维度
地开展书香校园建设，让孩子们真正喜欢上阅读，体
会到阅读后的收获和快乐。

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

带着图书去旅行

本报记者吴浩宇

2017 年，花园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综
合实力持续增强。作为浙江省首个以村为单
位创建成功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花园
村以“一花一木一世界 一村一人一座城”
的旅游品牌形象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被
国家旅游局授予首批“中国十大优秀国际乡
村旅游目的地”荣誉称号；成为了金华市党
员干部红色教育基地以及金华市职工活动基
地；获得了华东旅游联盟颁发的“华东最具
人气度假景区和人气推荐景区”荣誉称号
⋯⋯众多荣誉的获得，与花园村高品质旅游
产品以及全年尽心尽力接待国内外游客 350
多万人次戚戚相关。

“为继续擦亮‘中国十大优秀国际乡村旅
游目的地’这块金字招牌，我们将以第二届

‘花园·中国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年活动’为主
轴，不断组合旅游资源、升级配套设施、丰
富旅游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打造特色旅
游。”花园旅游公司董事长邵剑芳告诉记者，
她们将以花为媒，以学会友，以红木为载
体，吸引更多听说过花园村却未曾来过的人
走进花园村，让他们真切地感受花园村的无
穷魅力。

一年四季 活动纷呈
每年，花园村都会针对性地推出适宜时节

出游的活动，保证游客随时来、随时玩。万物
复苏的春天，花园村会开展“春来了 村游
去”系列春游活动；炎热酷暑的夏天，花园村
会开展“天热了 戏水去”系列避暑活动；景
色宜人的秋天，花园村会开展“秋到了 赏菊
去”系列秋游活动；大雪纷飞的冬天，花园村
则会呈现一幅“雪花片片随风舞 寒枝点点梅
花香”的美丽画卷。

“‘花园村是百闻不如一见，花园村的景
色更是百闻不如一游。’许多游客游完花园
后，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概。这句话既是对我们
工作的肯定，也是我们奋斗的源动力。”花园
旅游公司总经理汪建森说，每年一次的牡丹花
节、荷花节、菊花节、灯光秀，更是为绚丽花
园增色不少。

花园村作为“天下红木第一村”，往年的
红木家具展销会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与。

“今年的红木家具展销会将在 4 月 20 日至 22 日
举行，到时会举行更为盛大的万人工匠风采展
示。作为汇演团之一，花园艺术团则将用婀娜
的舞姿、动听的歌声、优美的旋律向全国游客
展示属于花园村的特色文化，这必将为花园村
旅游注入一剂强心剂。”汪建森信心满满地说。

丰富内容 优化服务
走进花园村，不难发现处处美景如画，游

客络绎不绝。游客数量的剧增，给花园村带来
了很大压力。如何丰富旅游内容就变成了首要
解决的问题。为此，花园旅游公司全体人员积
极作为，策划并增添众多旅游元素，顺应旅游
新业态，把旅游和不同业态、元素进行创意组
合，让游客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买。

“今年，我们将着重加快福山景区建设，
届时会有众多新元素融入其中。”花园旅游公
司副总经理兼营销部经理杨强透露，对于即将
到来的春游高峰期，花园游乐园里增添了许多
动漫元素，有变形金刚、熊猫仔、真人 Co-
splay⋯⋯“我们就是要通过丰富内容，让游客
感受到花园村的不同凡响。”

旅游服务是游客口碑相传的基础，更是吸
引回头客的关键所在。一直以来，花园旅游公
司就十分注重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特别是导游队
伍的服务意识和质量，解决好“不会讲、不愿
讲、不热情”等问题，让导游成为花园旅游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年，我们还将正式出版

《花园村旅游导览》 通行读本，以进一步提升
导游队伍形象，让游客乘兴而来、高兴而
归。”汪建森提到，花园旅游公司还在管理上
下功夫，继续开展“服务与质量管理双提升

年”活动，进而展示花园旅游铁军的风采。
精准定位 大力推广

作为首批“中国十大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
的地”，花园村以“花园式乡村 国际化休
闲”的精准定位立足于全国乡村旅游，在中国
名村考察游、红木家具采购游、生态休闲观光
游、特色工业示范游四大主线的基础上，利用
各种媒体渠道大力宣传推广红色旅游、中小学
研学游、职工疗休养游、乡村休闲度假游四大
特色旅游产品，实现旅游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
提升。

“花园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等
生，其现代化程度有目共睹。村里不仅有星级
酒店、娱乐场所，还有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
这为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邵剑芳说，村里
按国际五星级酒店标准投资的花园雷迪森大世
界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此外，为了满足
游客的各类住房需求，村里还专门下了文件，
鼓励村民经营民宿。“今年旧村改造的渼陂下
小区更是将打造成风格新颖的民宿集聚区。”

随着花园村第二次“一村并九村”，花园
村旅游产业版图不断扩大、旅游项目不断增
加，一幅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学、
养等旅游产业关键要素的高品质旅游画卷正徐
徐铺展开来。

花园村去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50多万人次

高品质旅游画卷引人入胜

木材俏销

3 月 19 日和 20 日，花园生物公司在花园国际影
城包场集体观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在丰富员工
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公司干部员工的爱
国主义情怀，影片震撼人心的画面和慷慨激昂的解说
词，让大家热血沸腾并为自己身为中国人倍感骄傲和
自豪。据介绍，《厉害了,我的国》将中国这5年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取得的伟大成
就呈现在大银幕上，记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
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彰显了国家的
实力。 （本报记者周振平摄）

包场观影

图为花园新材公司的装配式轻钢生态民居样板房引来众多参观者。 本报记者周振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