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江苏省装配式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布局研究
齐道正 1 王炳监 1 胥民尧 1 万继春 2
1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 汤始建华建材（淮安）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2.3642
[摘 要] 江苏省装配式建筑产业现代化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和目标,文章分析了建筑产业现代化协
同发展、率先发展、差异化发展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得出现阶段发展装配式建筑应遵循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规划等基本原则,最后结合江苏省目前建筑产业现状提出了发展装
配式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技术路径与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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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has determined the
“three-step” strategy and go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ordination, taking the lead,
differentiation and go globa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in the emerging
stage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guidance, market dominance, local conditions,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and overall planning.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technical path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industry moderniza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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