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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成为国际领先的功能性建材制造商
融合防⽔，迭代创新
中国建筑防⽔⾏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钱林弟，1968年出⽣，汉族，研究⽣学历，中共党员，中国建筑防⽔协会副会⻓，江苏凯
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在建筑防⽔⾏�业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先后荣获“吴江区
⼗⼤优秀企业家”、“苏州市优秀⺠营企业家”、“江苏省优秀企业家”、“江苏省年度⼗⼤经济
⼈物”、“江苏省科技企业家”、“苏商⾼质量发展领军⼈物”、“苏商制造业双创标杆⼈物”“中
国房地产产业链新锐⼈物奖”、“全国建材⾏业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在吴江区委、区政
府启动的“创⼆代薪⽕⼯程”中，�被聘为“创⼆代薪⽕⼯程导师”。�

钱林弟

董事长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企业都有每个企业的价值。

        ⼀个真正的企业公⺠，不仅仅只是卖产品的，它更需要信仰驱动，共识引领，价
值导航。凯伦股份⼀直秉承“健康、⼈本、进取”的核⼼价值观，践⾏“精细化的融合， 
看得⻅的诚实”的理念。正是对于融合的探索，对精细的追求，对诚实的彰显，凝聚
成了凯伦⼈⼼灵深处最为激越的⼒量。这是我们的梦想之舵，精神之钙，基业之魂。

      价值观的确⽴，源于环境带给我们的⼼灵冲击，始⾃现实带给我们的精神变⾰。

       ⽣态恶化的警钟⽇⽇惊⼼，于是我们举起了绿⾊⽣产的旗帜;社会对⾏业的粗
制滥造已经忍⽆可忍，迫使我们走上了精细融合的征程;假冒伪劣盛⾏⽆忌，激发我
们遵信守诺，以⼀种真诚的品格⼒量独⽴于世。从倡导到践⾏，从理念到⾏动，我们
坚韧的意志品质，融进每⼀天的⾔⾏举⽌，织成了凯伦的经纬;我们坦荡的情怀胸
襟，指引每⼀次的选择取舍，勾勒了凯伦的⾊调。

        企业⽂化的凝聚，始终为凯伦股份补充着活⼒与能量。

      凭借优秀的精英团队和凝魂聚⽓的企业⽂化，仰仗市场的优胜劣汰，我们以新
锐的姿态，以良好的品质与信⽤，为企业补给能量，增强活⼒。我们不仅在国内的⺠
建、 ⾼铁、管廊、核电等领域⼤显⾝⼿，而且在美国、英国、德国、澳⼤利亚等��多个
国家成绩突出，与跨国公司⼀⽐⾼下。我们后发先⾄，于����年��⽉��⽇成功登陆
创业板，成为中国建筑防⽔⾏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登陆创业板，将凯伦股份带⼊了⼀个全新的发展历程。

      这不仅有利于提⾼公司产品产能，扩⼤公司整体规模，切实增强公司抵抗市场
变化⻛险的能⼒、市场竞争能⼒和可持续发展能⼒，还进⼀步将公司拉⼊了公众和
媒体的聚光灯下，进⼀步规范我们的管理，提升我们的服务，履⾏我们的社会责任。

        ⼀个新的社会⽓质正在涵养，⼀个新的时代⽣态正在呈现。

      市场竞争的最终赢家，必将属于勇于承担⾏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我
深信，事业将让我们的⼈⽣出彩，信念将让我们的梦想成真。

董事长致辞



融合防⽔�太湖扬帆

� � � � � �凯伦股份秉承“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的经营理念，推进中国建筑防
⽔⾏业的转型升级，其产业布局与⽣产设备，精细化和⾃动化程度达到国际同⾏
先进⽔平。公司以稳健的步伐，成⻓为中国建筑防⽔⾏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发轫于太湖之滨，放眼全球之域

中国建筑防⽔⾏业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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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ANLON

��������凯伦股份是⼀家集防⽔材料研发、制造、销售及施⼯服务于⼀体
的国家⾼新技术企业。先后获得“中国防⽔⾏业最具影响⼒⼗⼤品
牌”、“中国防⽔⾏业质量提升⽰范企业”(中国建筑防⽔协会颁发)、
“中国房地产500强⾸选供应商”(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颁发)、“江苏省优
秀企业”(江苏省�⺠营企业家协会颁发)等荣誉称号。
� � � � �公司以“融合防⽔”为旗，成功⾃主研发MBP⾼分⼦⾃粘胶膜防⽔
卷材和⽩⾊抗流挂聚氨酯防⽔涂料，填补了国内⾼分⼦防⽔领域的技
术空⽩。以⼀流的品质与务实的作⻛快速占领市场，新锐突进，厚积薄
发。

�������2017年10⽉26⽇，凯伦股份实现A股上市，成为中国建筑防⽔⾏
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凯伦股份

⼗⼤核⼼优势
√� ⾏业内⾸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 ⾏业转型升级标杆企业

√� ⾼分⼦时代引领者

√� 世界⼀流进⼝设备

√� 产品覆盖七⼤领域

√� 服务体系⼋项全能

√�

权威资质保驾护航

√�

⻰头地产⾸选品牌√�

产业布局覆盖全国

√�

畅销欧美⾼端市场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融合防⽔�太湖扬帆

集防⽔材料研发、制造、销售及施⼯服务于⼀体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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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防⽔�太湖扬帆

⽴意⾼远，脚踏实地
凯伦股份注册成⽴之时，正值中国建筑防⽔⾏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年份。公
司董事⻓钱林弟与总裁李忠⼈⽴意⾼远，脚踏实地，确⽴了“引领绿⾊⽣
产，促进和谐⼈居”的企业使命，定位⾼端市场，⼒图通过防⽔理念、产品
服务和营销渠道等⽅⾯的创新，改变⾏业⽣态。2014年12⽉16⽇，凯伦股
份成功登陆“新三板”。

2011-2014
坚定信念，锐意进取
成功登陆“新三板”，⽤资本市场的视⻆肯定了公司的发展⽅向。凯伦更加坚定
了⾼分⼦产品路线、差异化的竞争策略，综合调动研发、⽣产、质量、销售、⼯程
技术服务等各⽅⾯的⼒量，持续完善“融合防⽔”的防⽔理念，扩⼤竞争优势，
最终成为细分市场的⻰头。2017年10⽉26⽇，凯伦股份实现A股上市，成为中
国防⽔⾏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2015-2017
资本助⼒，重新出发
凯伦股份创业板上市之后，以再次创业之⼼，⽴⾜防⽔主业，不
断加快产业布局，先后在河北唐⼭、湖北⻩冈、四川南充、陕西咸
阳、⼴西贵港等地建设⽣产基地，并投资15亿元打造⾼分⼦产业
园项⽬。正式确⽴了赶超国际先进技术⽔平、成为国际领先的功
能性建材制造商的企业愿景。

2018-2020

7⽉���
公司注册成⽴。

8⽉���
举⾏开业典礼；中国建
材防⽔研究院凯伦技术
研发中⼼揭牌成⽴。

12⽉��
“MBP-P⾼分⼦预铺防
⽔卷材”被认定为“江苏
省⾼新技术产品”。

3⽉��
“⾼分⼦⾃粘胶膜预铺/湿铺
防⽔卷材（MBP-P）应⽤技
术”通过国家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科技成果评估。

10⽉��
预铺/湿铺⾼分⼦⾃粘胶膜
防⽔卷材（MBP）应⽤技术”
项⽬列为2013年全国建设⾏
业科技成果推⼴项⽬。

“⽩⾊聚氨酯防⽔涂料
（MPU）”产品通过国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
成果评估。

凯伦建材成功登陆新三板。

11⽉��

12⽉��

2011 2012 2013 2014 2016 2017 2018 20192015

8⽉��
成⽴唐⼭凯伦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认证。
“MBP-P”产品获欧盟CE

凯伦股份被授予“质量提
升⽰范企业”称号,MPU
⽩⾊聚氨酯防⽔涂料获
建筑防⽔⾏业技术进步
⼀等奖。

9⽉��

12⽉��

12⽉��
“MBP�项⽬”⼊选科技部
2015年国家⽕炬计划。

4⽉��
“⽩⾊聚氨酯防⽔涂料
（MPU-95）”通过欧盟
REACH⾼关注物质检
测。

12⽉��
荣获建筑防⽔⾏业质量
奖。

10⽉��
成⽴苏州凯汇伦防⽔保
温⼯程有限公司。

10⽉���

实现A股上市，成为中国
建筑防⽔⾏业⾸家创业
板上市公司。

3⽉��
“PVC聚氯⼄烯防⽔卷材”
通过英国BBA认证。

3⽉��
“聚氨酯建筑密封胶
（PUS）”通过住建部科技
成果评估。

7⽉�
⼊围2018年国家级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

10⽉��
⼊选中国⼈⺠共和国⼯业
和信息化部第三批绿⾊制
造公⽰名单。

11⽉��
获批设⽴江苏省博⼠后创
新实践基地。

11⽉��
成⽴四川凯伦新材料有限
公司。

6⽉��
成⽴⻩冈凯伦新材料有限
公司。

2⽉��
成⽴苏州凯伦⾼分⼦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ISTORY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发展沉淀卓越,时间⻅证品质

8⽉��
先后与中南置地、新华
联⽂旅、南⼭地产、恒
⼤集团、⽯榴集团等⻰
头地产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5⽉��

3⽉��
成⽴苏州凯瑞伦建筑
⼯程有限公司。�

成⽴湖北纽凯伦轨道
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

１⽉��
在⼴西省贵港市设⽴
全资⼦公司。�

２⽉��
先后与融创集团、中天
美好集团、中交城投等
⻰头地产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２⽉��

成⽴陕西凯伦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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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防⽔�太湖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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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全国市场服务能⼒，凯伦股份坚
持协同发展，以苏州总部为核⼼，在华北、
华中、⻄南、华南、西北等地建设产业基地，
深化战略纵深，完善产业布局。

华东新⽣产基地

华北⽣产基地

西北⽣产基地

华东⽣产基地

华南⽣产基地西南⽣产基地 华中新⽣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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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

���������⼀项项被授予的荣誉和资质，⻅证凯伦品牌影响⼒和
社会美誉度。

秀外慧中，驰誉全球

·中国建材防⽔涂料⼗强企业

·江苏省建筑节能技术产业化基地��

·零投诉企业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500强⾸选供应商�
·2018上市公司百强潜⼒五强

·中国建材500强企业�

·中国房地产供应链企业投资潜⼒5强�
·中国品牌创新企业�

·中国房地产50强开发商评优企业

·寻找地产供应链⿊科技创新典范⼤奖
·建筑防⽔⾏业科学技术奖-⼯程技术奖�

·国家级两化融合⽰范企业

·江苏省级企业技术中⼼

·江苏省优秀企业��

·质量诚信星级企业�

凯伦荣誉集锦

H
O

N
O

R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融合防⽔�太湖扬帆



� � � � � � �凯伦股份的迭代创新，是从原材料、产品研发、⽣产设备、施⼯⼯艺、⼯器具
与辅材的全⽅位⼀体化迭代创新。公司依托融合防⽔的独创理念，⼒求整合设
计、⽣产、施⼯、监管等各⽅的技术⼒量，实现全产业链的融合，提⾼设计精度，
抑制低劣⽣产和施⼯，致⼒于修复⾏业⽣态；以学术研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打造建筑防⽔⾏业的新锐典范。

全⽅位⾰新，树⽴⾏业标杆

新锐突进�迭代创新

融合全产业链
打造建筑防⽔⾏业新锐典范



针对防⽔⼯程各个环节存在的脱节现象，
提出将设计、⽣产、施⼯、监管等各⽅⼒量
进⾏整合，实现全产业链的融合。

融会贯通——

产业链融合

���������当前,建筑防⽔相关的设计单位、材料⽣产商、施⼯⽅、监督检验单位普遍
缺乏系统服务能⼒，这是导致建筑渗漏问题的主要原因之⼀。凯伦股份针对市

合防⽔系统。�
场现状，创造性的提出了融合防⽔理念，建⽴以MBP预铺防⽔技术为代表的融

理念创新

刚柔相济——

针对“窜⽔层”现象导致防⽔⼯程全⾯崩溃的情况，通过
预铺反粘⼯艺，实现柔性防⽔层与刚性结构主体的的充
分融合。�

防水层与结构层融合 90%的防⽔渗漏发⽣在节点粘接部位，针对复
杂多变的施⼯环境，利⽤不同防⽔材料特性及
主辅材相结合的⽅式杜绝渗漏问题。

协同作战——

主材与辅材融合

IDEA 
INNOVATION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13/14

新锐突进�迭代创新

率先提出‘融合防⽔’技术理念

融合防水



� � � � �凯伦重视研发平台及团队建设，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苏州防⽔研究院共
同组建中国建材防⽔研究院凯伦技术研发中⼼，以学术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
宗旨，着⼒开发新型节能环保的建筑防⽔产品。平台成⽴⾄今共获得110余项技术专
利，产品及⼯艺研发⽔平居⾏业领先地位。

15/16

研发创新

R&D 
INNOVATION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研发投⼊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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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突进�迭代创新

•��与苏州中材⾮⾦属矿⼯业设计研究院达成“院企合作”
•��与苏州科技学院共建“� 江苏省研究⽣⼯作站”�
•��凯伦股份获批设⽴“江苏省博⼠后创新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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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精细辅材，彰显⾃⾝的诚实与荣耀。

� � � � � �公司⾃主研发的MBP⾼分⼦⾃粘胶膜防⽔卷材、MPU⽩⾊抗流挂聚氨酯涂料
先后被评为全国建设⾏业科技成果推⼴项⽬，并通过住建部科技成果评估。
MBP填补了国内预铺防⽔领域的技术空⽩，以洁⽩本⾊，避免了与市场上常⻅的
⿊⾊回收塑料的混淆；MPU⼀改市场通⾏的深⾊外观，有效杜绝了煤焦油和液体
古⻢隆等低劣致癌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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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创新

�MBP⾼分⼦⾃粘胶膜防⽔卷材
国内⾸创，引领⾏业⾛向⾼分⼦时代

�MPU⽩⾊抗流挂聚氨酯防⽔涂料
全国⾸创“抗流挂型”，安全环保

MBP-Pro⾼分⼦⾃粘胶膜预铺防⽔卷材
实现与后浇筑砼结构的融合，避免界⾯
窜⽔，降低渗漏概率。

MBP-S⾼分⼦⾃粘胶膜预铺防⽔卷材
施⼯采⽤预铺反粘法，能实现与后浇
筑砼结构的融合粘结，避免界⾯窜⽔。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新锐突进�迭代创新

产品创新
凯伦所说的迭代，不只是技术产品的迭代，也是从原材料，
到⽣产设备⼯艺，到施⼯各个层⾯上的迭代。

产品原材料创新

防粘颗粒更迭⾄第⼆代 ⾼分⼦⾃粘胶已更迭⾄第五代

施工器具的创新

·标准化施⼯器具与先进施⼯设备

⾼分⼦⽚材已更迭⾄第三代 MBP-S⾼分⼦⽚材已更迭⾄第⼆代

涂层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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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创新

全套进口生产线

�������为满⾜市场要求，凯伦股份率先引进全套进⼝成型的意⼤利⽣产线和德国胶体磨等设备，精细化和⾃动化程度达
到国际同⾏先进⽔平。
� � � � � �此外，凯伦股份的⻋间采⽤全封闭投料系统，粉料、沥⻘等原料全部采⽤封闭式机械输送。PLC⾃动控制系统实现
智能化操作，所有的配料⽣产操作均在中央控制室完成。如今，这种⾃动化设备已经成为⾏业通⾏的标准配备。

全系列环保生产设备

·�封闭式⽣产 ·�天然⽓锅炉 ·�绿⾊环保装置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新锐突进�迭代创新

智能化生产设备

·�智能化操作系统 ·�⾃动收卷码垛机·�智能化控制系统

③参与客⼾渗透

•�意⼤利Amut⾼分⼦防⽔卷材⽣产线•�全套意⼤利进⼝沥⻘防⽔卷材⽣产线

•�全套意⼤利进⼝⾼分⼦防⽔卷材⽣产线

•�国际领先的挤出法⽣产⼯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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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的品类始终⾛在⾏业前列，与相关⽅和合作伙伴积极构建良好的技术
合作关系，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提升防⽔领域综合服务能⼒，是凯伦股份创新
研发多年峥嵘历程的重要启⽰之⼀。

技术创新

技术成就
·MPU获得建筑防⽔科技技术进步⼀等奖
·MBP、MPU被列为全国建设⾏业科技成果推⼴项⽬
·MBP、MPU通过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成果评估
·MBP项⽬⼊选国家⽕炬计划

·获得中国建筑防⽔协会颁发的“标准化实验室” ·获“地产供应链⿊科技创新典范”⼤奖 ·与雄安新区万科建研中⼼共建联合实验室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新锐突进�迭代创新

为培养专业化的施⼯团队，凯伦股份创办了⾏业内⾸家防⽔⼯培训学校，为防⽔⼯提供技术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

新冠疫情期间，凯伦股份持续开展线上直播培训，增强员⼯⾃我学习能⼒及技能储备。



地铁站

核电站

住宅

综合管廊

暗挖隧道

⾼架桥

体育场馆

城市综合体

学校

� � � � � � �⾯对复杂多变的应⽤环境和不同场景的施⼯要求，凯伦股份凭借多年的技
术积累和实践经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管廊、轨交、隧道、屋⾯、地坪、修缮领
域的七⼤解决⽅案，以满⾜不同建筑、不同节点部位的需求。

七⼤系统�⼋项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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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统�⼋项全能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解决渗漏的基⽯是实现全产业链的融合，凯伦股份能够为客⼾和合作伙伴提供⼋项全
能的服务⽀持。我们借助各种平台与建设单位进⾏技术交流，以便合理设计和选材；与施⼯
单位协调，使现场作业条件满⾜施⼯要求；对施⼯⼈员进⾏技术培训、对施⼯现场进⾏实时
监控及指导，与甲⽅和总包多点连线，实现⼈与⼈、⼈与⼯程的⾼效融合。

凯伦股份的⼋项全能

标准编辑 图纸设计

技术⽀持验收服务

材料供应质量监管

配套机具 现场施⼯

⼋项全能

标准编辑标准编辑标准编辑 技术⽀持图纸设计图纸设计图纸设计

质量监管 验收服务

现场施⼯

配套机具

材料供应



������凯伦股份⼯业及⺠⽤建筑防⽔解决⽅案，提供建筑防⽔全套解决⽅案，可满⾜建筑物地下
室、墙地⾯、墙⾝、屋顶等诸多部位的防⽔要求，确保建筑结构、内部空间不受到污损，为⼈们
提供⼀个舒适和安全的⽣活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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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建筑防⽔

1.回填⼟
2.保护层
3.防⽔层
4.混凝⼟结构⾃防⽔层
（修补平整）

1.上部构造按建筑设计
2.保护层
3.隔离层
4.防⽔层
5.混凝⼟结构⾃防⽔层
（随捣碎随抹光）

七⼤系统�⼋项全能

•�上海世贸深坑洲际酒店

•�北京⼤兴机场

•�北京中信⼤厦(中国尊·北京第⼀⾼楼）

•�安徽百戏城【鲁班奖】
•�江苏南京⻘奥体育公园【鲁班奖】
•�江苏苏州湾⽂化中⼼
•�秦⼭核电站⼆期
•�苏州第九⼈⺠医院
•�四川成都天府创新中⼼【成都市优质⼯程（芙蓉杯）奖】
•�北京⼴华新城居住职⼯住宅
（�� 国内最⼤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项⽬）
•�⼭东荣成核电站
•�浙江台州三⻔核电站
•�福建霞浦核电站

经典案例

���......�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卷材系列



� � � � �管廊作为各种功能性管线埋设的整体解决⽅案，设计使⽤年限要求为100年，⼀个耐久稳定、⼲燥不
渗⽔的管廊内部空间显得尤为重要。凯伦股份针对管廊防⽔采⽤“融合防⽔技术”，最⼤限度的保证管
廊使⽤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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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综合管廊防⽔

1.上部构造按建筑设计
2.保护层
3.隔离层
4.防⽔层
5.混凝⼟结构⾃防⽔层
（随捣碎随抹光）

1.回填⼟
2.保护层
3.防⽔层
4.混凝⼟结构⾃防⽔层
（修补平整）

七⼤系统�⼋项全能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邢台邢东新区综合管廊
•�⻘海省海东市地下综合管廊
•�江西省景德镇地下综合管廊项⽬
•�宝鸡管廊2标段
•�盘锦辽东湾新区管廊⼯程
•�苏州城北路综合管廊⼯程
•�上海松江南站⼤型居住社区综合管廊
•�郑东新区⽩沙园区综合管廊
���......�

经典案例

·六盘⽔地下综合管廊
六盘⽔市核⼼商圈重要决策部署，也是全市“四创”活动
的地标⼯程和亮点⼯程。项⽬位于市中⼼城区⼈⺠⼴场
以及钟⼭⼤道四段(包含地下综合管廊)。地下空间总建
筑⾯积约11万平⽅⽶，�总投资估算约15亿元。�该项⽬于
2018年12⽉获得“2018年度建筑防⽔⾏业科学技术
奖�⼯程技术奖（⾦禹奖）”。

卷材系列



� � � � � � �凯伦股份城市轨道交通防⽔解决⽅案，针对轨交⼯程采⽤预铺反粘防⽔系统，解决了传统防⽔做法渗漏率
⾼的问题，有效的遏制了渗⽔对混凝⼟结构的破坏，提⾼了轨道交通的⾏⻋安全，延⻓轨道交通设备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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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防⽔

1.上部构造按建筑设计
2.保护层
3.隔离层
4.防⽔层
5.混凝⼟结构⾃防⽔层
（随捣碎随抹光）

（2）顶板

（2）外防内贴

1.排桩
2.找平层
3.防⽔层
4.混凝⼟结构⾃防⽔层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七⼤系统�⼋项全能

·京张铁路

•�梅州⾄潮汕铁路
•�徐淮盐铁路
•�⻓西铁路
•�黔张常铁路
•�银西铁路
•�赣深铁路
•�南宁地铁2号线
•�南昌地铁1号线
•�杭州地铁2号线、3号线、
���4号线、5号线、6号线
•�厦⻔地铁3号线、4号线
•�⻘岛地铁4号线
��......�

经典案例

卷材系列



��������凯伦股份暗挖隧道防⽔解决⽅案，以“融合防⽔”为理念，采⽤以MBP-P为代表的⾼分⼦⾃粘胶膜预铺防⽔卷材，让柔
性防⽔层有效地与后续浇筑的混凝⼟结构融为⼀体，避免⽔在两者之间窜流。近⼏年，该系列防⽔材料运⽤于⼤量隧道项
⽬，已被多个铁路建设部⻔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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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挖隧道防⽔
经典案例

•�衡阳⼆环东路⼯程-合江套隧道
•�苏锡常太湖隧道
•�苏州中环路阳澄湖隧道
•�常州⻰城⼤道隧道
•�⼤⼴⾼速（粤境段）S31标明珠隧道
•�湖南⻓沙三环线隧道（穿湖隧道）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

七⼤系统�⼋项全能
·厦⻔海沧隧道
厦⻔海沧隧道全⻓9.03公⾥，其中隧道⻓约6.4公⾥，是
国家级重点项⽬，亦是福建省最⻓的跨海隧道。隧道采
⽤钻爆法暗挖隧道形式，最深处位于海平⾯下约72.6⽶。
⾯对如此环境，凯伦MBP依旧表现出⾊，完美满⾜了项
⽬严苛的防⽔要求。

卷材系列



�������以TPO、PVC等⾼分⼦卷材为代表的单层屋⾯防⽔系统以低温柔性及耐候性⻅⻓，⼴泛⽤于钢结构⼚房、彩钢屋⾯
和⼤型⺠⽤建筑屋⾯等场合。凯伦股份更以通过权威抗穿刺检测报告的绿⾊品质，在屋⾯种植系统的应⽤中卓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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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屋⾯防⽔
��......�

经典案例
•�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福朋酒店
•�台州市跨境电⼦商务产业园
•�苏州启迪设计集团
•�咸阳⾼新产业园区⼚房
•�肇庆⼀中体育馆
•�上海⽩⻰港污⽔处理⼚
•�苏州移动软件园
•�贵州遵义中航⼯业⼚房项⽬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七⼤系统�⼋项全能

·咸阳⾼新产业园区⼚房

机械固定系统

暴露式系统
满粘系统

⾮暴露式系统

2

保温层3

隔汽层4

⾦属屋⾯板基层5

1

2

保温层3

隔汽层4

5

1

混凝⼟基层

⾦属屋⾯板基层3

1

胶粘剂2

混凝⼟基层3

1

胶粘剂2

3

1

2

3

1

2
2

3

4

5

1

2

3

4

5

1

种植系统⾦属维护系统

隔汽膜6

3

⽀架泛⽔处理2

保温板4

檀条5

⾦属屋⾯板基层7

⾦属板1

混凝⼟结构⾃防⽔层8

普通防⽔层7

耐根穿刺防⽔层6

保护层5

4

过滤层3

种植⼟层2

植被层1

1

2

4

5

6

7

3

2

3

5

6

7

8

4

1



�������凯伦股份地坪系统解决⽅案根据使⽤者要求和不同使⽤环境的特点⽽提出。作为地坪⾏业系
统化服务商，我们⼀直把绿⾊、环保作为企业的精神旗帜，在研发、⽣产、和施⼯的过程中⾝体⼒
⾏，保证所使⽤的地坪材料均为⽆溶剂产品或者⽔性产品，⽤⾏动引领地坪材料的发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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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系统

七⼤系统�⼋项全能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国⽹⻘海省电⼒公司地下⻋库环氧地坪⼯程

•�合肥宝⻢4s店屋⾯地坪修缮



��������因为劣质材料和粗放施⼯导致的房屋渗透已经成为过往建筑避⽆可避的“癌症”，⼤量的渗漏
问题不仅导致房屋寿命的巨⼤折损，更由此产⽣⼤量的次⽣问题：诸如附着于混凝⼟表⾯的装饰
材料脱层，保温材料失效等。这对最终使⽤者的⽣命和财产安全产⽣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专业的建
筑维修能有效避免⼆次渗漏，延⻓使⽤寿命，减少经济损失。�

��������凯伦股份旗下拥有凯汇伦及凯瑞伦两家具有专业⼀级承包资质的维修⼯程公司，专注于建筑

⼈才，并整合打造出了⼀个专业的建筑修缮团队。在维修过程当中使⽤企业⾃主⽣产的现代建筑修
渗漏及次⽣问题的修缮服务，公司汇聚了对建筑设计，构造及维修材料应⽤等拥有丰富经验的业内

缮材料，针对屋⾯，地⾯，卫⽣间，地下室等不同部位，拟定最⾼性价⽐的维修⽅案，为客⼾节约时
间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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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修缮系统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七⼤系统�⼋项全能

⾏业权威资质

专业技术团队

深⼊维修勘察

精准⽅案设计

强⼒质保承诺

凯汇伦及凯瑞伦拥有专业防⽔防腐保温⼯程承包⼀级资
质，建筑装饰装修⼆级资质，专注为建筑渗漏及次⽣问题
修缮服务保驾护航。

依托凯伦股份在防⽔⾏业全产业链的融合优势，公司整合
打造了⼀只由建筑设计，构造，维修材料应⽤等经验丰富
的业内⼈才构成的的专业维修团队，使⽤⾃主⽣产的建筑
渗漏维修产品，为客⼾提供专业，优质的修缮服务。

针对各种渗漏及次⽣现象，组织维修专家深⼊现场勘察，
精准定位渗漏根源，从源头上为客⼾解决问题。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确定渗漏及次⽣现象产⽣的根源，结合
客⼾需求，选⽤⾃主⽣产的建筑维修产品，给出最佳维修
⽅案。

质保五年。所修部位，⼆次渗漏，三倍赔偿。

凯伦修缮核⼼优势：

��......�

经典案例
•�北京市奥林匹克花园防⽔维修⼯程
•�江苏省泗阳15MW屋顶分布式光伏扶贫项⽬屋⾯渗漏维修⼯程
•�⼭东省⽇照⼤学城屋⾯防⽔维修⼯程
•�⼭东省⽇照教授花园屋⾯防⽔维修⼯程
•�兰州三供⼀业旧改项⽬

1

2

3

4

5



� � � � �作为独⽴于传统队伍之外的新锐⼒量，凯伦股份的产业布局快速扩张，在华
北、华中、西南、西北、华南建设产业基地，与碧桂园、万科、恒⼤等⻰头地产品牌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肩国际的⼀流品质，出⼝创汇，逐浪四海，致⼒于成为
国际领先的功能性建材制造商。凯伦股份的专业、专注、精细、诚实给中国建筑防
⽔⾏业注⼊了新鲜的能量。

神州争流�逐浪四海

太湖扬帆，神州争流，四海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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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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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依托完整的产业链架构，为快速响应和
服务市场，凯伦股份已形成以苏州为中⼼，
覆盖全国的营销⽹络。

快速响应�系统服务

项⽬铁三⻆

①商机推送
②客⼾分类评估
③参与客⼾渗透

客⼾端

交付端 产品端
①传播融合防⽔理念
②提供结合凯伦产品
的技术⽀持与⽅案

新品迭代，不断丰富
合作伙伴的“武器库”



���������因为⾼瞻远瞩，所以选择通⼒合作、互利共赢；因为彼此信赖，所以选择肝胆相照、共创辉煌。
凯伦股份携⼿各⼤⻰头地产品牌，书写建筑防⽔的品质诗篇。

45/46

⻰头地产�战略合作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神州争流�逐浪四海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前⼗强 70%战略签约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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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国际�⽐肩欧美

INTERNATION-
ALIZATION

���������⼤志⽆疆，⼤⾏必远，凯伦股份放眼全球，凭借⽐肩国际同⾏的产品和服务，凯伦产品先后获得了欧盟
CE认证、欧盟REACH认证，英国BBA认证和美国LARR等权威认证，并通过⼀般贸易（⾮援外项⽬），突破了
欧美企业对国际⾼端防⽔市场的⾏业垄断，迈出了向国际⾼端市场进军的坚实步伐。��������

���������如今，公司海外销售遍布美国、英国、德国、澳⼤利亚、以⾊列、新加坡等 个国家和地区。60多

欧盟CE认证� 欧盟REACH认证� 英国BBA认证� 美国LARR测试

⼀般贸易 援外项⽬

2016

2017

2018

300025002000150010005000

93%
⼀般贸易占总出⼝销售额

⽐重⾼达93%以上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神州争流�逐浪四海

2019

3500

凯伦股份

瑞典

俄罗斯 加拿⼤

危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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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项⽬�⽆声代⾔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德国斯图加特市项⽬
� � � � � �德国拥有超过⼋千万⼈⼝，是欧洲第⼀创新⼤国和制造业强国，德国建材市场堪称欧洲建材市场的
⻛向标。该项⽬位于德国最知名的城市之⼀，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该项⽬的签订，标志着凯伦股份在
德国市场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成功打⼊德国核⼼防⽔市场。

•�以⾊列特拉维夫项⽬
���������该项⽬位于以⾊列特拉维夫市海滨，百⽶开外就是海滩，施⼯需在海平⾯以下深挖25⽶基⾯，对防
⽔材料及施⼯精度的考验极为苛刻。在此条件下，凯伦MBP⾼分⼦⾃粘胶膜防⽔卷材依旧不辱使命，凭
借其优异的产品品质与极端环境下的良好适应性能给以⾊列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国洛杉矶、纽约、旧⾦⼭、迈阿密等国际化都市，有上百个项⽬设计使⽤了凯伦股份
产品；在英国南安普顿⼚房、澳⼤利亚悉尼商业⼤厦、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等⼯程项⽬中，
凯伦产品得到了业内⼈⼠的⼤⼒推崇和信赖。
��� � � � �在国家“⼀带⼀路”和“⾛出去”的倡议下，凯伦股份凭借“国际品质+中国价格”，让融合
防⽔的旗帜飘扬在世界各地。

经典项目

•�澳⼤利亚布⾥斯班项⽬
•�英国游艇俱乐部项⽬
•�印度北⽅邦项⽬�
•�哥斯达黎加警察学校
•�越南越中友谊宫
•�塔吉克斯塔努列克某中学学校�
•�秘鲁利⻢某⼩学学校�
•�⽼挝共产国际⼤楼�
•�刚果⾦政府⼤楼
•�尼⽇尔综合医院�
•�埃塞俄⽐亚提露内斯北京医院⼆期�
•�⻉宁职业技术学院�
•�格林纳达⽥径场维修项⽬�
•�特⽴尼达和多巴哥⼤使馆�
•�⽼挝⾰命党⼤楼
•�⽛买加政府⼤楼
•�秘鲁国家应急指挥中⼼�
•�莫桑⽐克莫中⽂化中⼼�
•�莫桑⽐克孔⼦学院和传媒艺术学院教学楼�
•�卢旺达政府综合办公楼�
•�多哥议会⼤厦�
•�刚果⾦加丹加省综合医院�
•�亚美尼亚中⽂学校�
•�⻉宁议会⼤厦维修项⽬�
��......�

神州争流�逐浪四海

·�美国项⽬



以⽂化引领企业战略
⽤信念筑守价值底线

���������⻛⾬兼程的⽇⼦⾥，凯伦股份以⽂化引领企业战略，⽤信念筑守价值底线，
以此融贯我们的社会责任，激励企业员⼯与相关⽅加⼊我们的事业，重塑⾏业⽣
态、促进和谐⼈居，于⻛云激荡中推动社会进步。

价值引领�筑梦远航
有⼀种精神，薪⽕相传。



成就凯伦⽂化内核

企业愿景
致⼒成为国际领先的功能性建材制造商

企业使命
引领绿⾊⽣产�促进和谐⼈居

企业价值观
健康、⼈本、进取

品牌理念
融合防⽔�迭代创新

质量理念
国际品质�中国价格

服务理念
快速响应�系统服务

企业⽂化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特⾊⽂化

绿⾊⽂化 内驱⽂化 创新⽂化 共享⽂化
凯伦股份塑造三位⼀体的绿⾊
⽂化。⼀是⾃然⽣态之绿，践⾏
绿⾊⽣产、节能减排，守护⾃然
空间。⼆是社会⽣态之绿，恪守
⾏业规范，净化市场乱象，勇担
社会责任。三是企业价值之绿，
是凯伦⼈对“健康，⼈本，进取”
这⼀核⼼价值观的不懈追逐。
三者相辅相成，让凯伦股份的
绿⾊⽂化不再是⼀种单向度的
选择，⽽成为⼀种全⽅位的架
构。

凯伦股份以科技为先锋，以绿
⾊为引擎，⾃成⽴之初就从全
⽅�位⻆度，在⽣产设备、技术研
发、对内管理、对外销售服务等
各个⽅⾯注重创新。仰仗市场
的优胜劣汰，我们以新锐的姿
态，以创新的品质，为企业补给
能量，为市场增添活⼒，树⽴了
⾏业标杆。

内驱⼒是⼀种由内⽽外、⾃觉
⾃愿、乐观积极的不朽动⼒。凯
伦股份通�过积极搭建⼈才培训
平台，引导⼈才晋升通道，发挥
每个员⼯的主动能动性，唤醒
员⼯内在的执⾏⼒、主动⼒和
创新⼒，让每个⼈都得以成为
企业的发动机，从内⽽外地驱
动企业的⽣命⼒。

凯伦股份重视和关注企业相关
⽅的共同发展，携�⼿合作伙伴、
员⼯与企业发展保持⻬头并
进，打造凯伦与相关⽅三个共
同体的共享⽂化，即责任共同
体、� 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
最终创建融合防⽔产业链�的命
运共同体，实现彼此的⽂化交
融、知识互补，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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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公益
� � � �凯伦股份从教育⽀持、⽂化促进、社会关爱等诸多⽅⾯回馈社会，⽤实际⾏动履⾏社会责任，促进企

业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为创造健康良性的⽣活环境尽⼀份绵薄之⼒，在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创造

更多社会价值。

•�慈善募捐

低碳环保
� � � � � �凯伦股份深知企业可持续发展重任，始终

坚持绿⾊⽂化，维护⾃然⽣态之绿，并与⽣产

的每个环节相结合，⼒求实现最⼤限度的环保

节能，将低碳、� 减排、节能、安全作为企业的基

本⾏为⽅式。同时，作为阿拉善SEE⽣态协会

的会员，凯伦股份积极参与协会公益活动，充

分发挥社会化保护平台价值，共同守护碧⽔蓝

天。

社会责任

精细化的融合，看得⻅的诚实

党建⽂化

� � � � � �2019年7⽉1⽇，凯伦党⽀部荣获吴江区先进基

层党组织荣誉。

� � � �“� 每⼀位党员都是平凡的，但党员的战⽃堡垒和

先锋模范作⽤意义⾮凡。”钱林弟如是说。

�� � � � � � �凯伦股份注重党员的思想阵地建设，将党建⼯

作融⼊⽣产经营活动中，并结合企业⽂化展开，董

事⻓钱林弟亲⾃担任党⽀部书记，明确了“⽀部升

格”和“标杆党建”两步⾛的⽅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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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凯伦股份重在⾼质量的成⻓，坚守“⾼品质”和“绿⾊⽣产”的战略定位。在企业管
理、⽣产流程、产品品质、施⼯⼯法等各个环节切实践⾏绿⾊理念；同时通过技术实
践，为⾏业标准化的制定与推⼴贡献⼒量；公司还通过慈善募捐、教育⽀持、公益服务
等多⽅⾯⾏动切实履⾏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持。

价值引领�筑梦远航

•�志愿者活动 •�公益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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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筑梦远航

未来展望

·国家级的防⽔材料研发中⼼

·⾏业领先的⼯程技术培训中⼼

·科技智能化的企业展⽰中⼼

·�凯伦股份总部⼤楼效果图

完善产业布局
凯伦股份抓住⻓三⻆⽣态绿⾊⼀体化发展⽰范区机遇，以苏州总部为轴⼼，完善全国产

业布局，打造国家级的防⽔材料研发中⼼、⼯程技术培训中⼼和科技智能化的企业展⽰中
⼼。规划建设中的⾼分⼦产业园项⽬，将引领中国⾼分⼦防⽔材料达到世界⼀流⽔准。

聚焦⾼质量成⻓
聚焦优势产品和销售领域，加强与国内⻰头地产品牌的战略合作；以创新的步伐，积极

备战装配式建筑新时代，致⼒于成为国际领先的功能性建材制造商。

重塑⾏业⽣态
凯伦股份将以⾄诚的信仰培植企业⽂化，塑造⼯匠精神。将“跪着⼲活，站着要钱”的从

业尊严践⾏到底，重塑⾏业⽣态，让良币最终驱逐劣币。我们深信，跪下去的是躯体，站起来
的是防⽔⼈的荣耀与尊严。

提升全球竞争⼒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凯伦股份致⼒对标学习全球优质资源及技术，不断输出中国智慧、

中国标准、中国⽅案，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和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