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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战略投资者

最看重资源支持力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胡东林

中国证券报： 天润康隆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

如何？

苗永康：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事石化设备

可拆卸式异型保温产品、 工业噪声治理产品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解决方案

服务的企业。

一方面， 石油加工业是以石油为原料生产汽

油、煤油、柴油等石油产品的能源产业，在国民经

济发展乃至国家能源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 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石油加工工业的增长已

逐步恢复；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日益增强

以及噪声治理法制化进程加快， 噪声治理市场需

求持续增加。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相关资料显

示，预计未来5年中国噪声治理工程行业市场规模

增速在20%左右， 到2016年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

到110亿元。

公司的保温产品在细分市场里面，石化市场

排第一，在电力市场排前三名；今年新推出来的

降噪产品则可应用于交通、工业、民用、建筑物

等，其竞争力在于产品性能强、价格适中。目前现

有的石化客户已小批量在供货， 预计8、9月订单

还会增加。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企业规模和潜力的关系？

苗永康： 规模和潜力要结合公司实际去匹配，

潜力大不一定规模能跟上， 规模大了潜力不一定

能最大化。

中国证券报： 国务院常务会要求促进石

化产业提质增效升级， 推动石化产业绿色、

安全、高效发展，这对于行业和公司的意义

如何？

苗永康：公司的保温产品涉及电力、石

化行业，凸显节能主题；降噪产品则凸显

环保主题，且市场应用广泛。 这次会议重

大利好公司产品所涉足的行业， 是进一

步推广公司市场的重大契机。

中国证券报： 如何理解公司要建

立的开放式资本平台，未来将如何拓

宽融资渠道？ 引进价值投资的战略

投资者的情况如何？

苗永康：所谓开放式资本平台

可以认为是：A、 公司可以提供投

资方， 不同时段投资要求的多种

选择；B、匹配适合公司不同资本

方式的风险接入点；C、可以提供

资本的进入和退出通道。

公司目前是新三板公众公

司， 上新三板有利之一是拥有多

种融资渠道。结合公司实际，公司

可采取的融资方式有： 机构投资

者的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和私募

债、银行融资、设备融资租赁等。

对于引进价值投资的战略投

资者，首先，公司在筛选方面首选是

提供行业、 市场或上游支持的战略

性投资者，主要是对公司战略能起到

强强联手作用，扩大市场份额；其次考

虑提供资金支持、 资源共享的机构投

资者。 公司目前正在与一些投资者接

触， 投资者对公司的降噪产品显示出了

极大兴趣，由于企业估值及定价方面的工

作也在积极筹备，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将

匹配相应的进度来推进。

起飞

技术革新资本助力

6月上旬的一天， 当记者应约来到天润康

隆公司时，一场招聘面试刚刚结束。“在新三板

挂牌后，公司的知名度大为增加，招聘人员的

选择空间大多了！ ” 苗永康手里扬起一沓简历，

脸上洋溢着笑意。

在位于新材料创业大厦7层的宽敞办公室

里，记者看到公司好几位员工都在忙着制作视

频资料，除了公司宣传视频外，更重要的是针

对企业内部的各工作环节的标准化作业视频，

以方便对每一个新工人进行培训。 “现在公司

拿下的项目较多， 新的业务也越来越多的出

现，通过视频资料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有助于

新业务的提速普及。 ”公司总经理助理、董秘吴

艳介绍说。

2013年底，天润康隆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从那以后，苗永康明显感

受到了公司和以往的不一样。 对于资本市场带

来的好处，他认为首先是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

范，其次是公司取得银行贷款更为容易，此外，

还吸引了不少社会资本的关注，融资渠道更加

多样。 如果将来能在增加市场流动性、提供导

向性补贴和企业融资担保等方面有更多推动，

公司发展将更添动力。

“公司将在保持传统优势业务的基础上，寻

求更多的发展动力。”说到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总

经理谢惠丽介绍说，微孔岩吸隔声板是天润康隆

今年以来重点推出的一项新业务，其主要作用是

吸声和隔声。 近期紧锣密鼓进行的招聘工作，正

积极寻找更多适合公司的、专业的生产经理。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噪声污染危害性认

识的加深， 不少噪声来源地开始投入资金进行

降噪。据专家介绍，目前噪声的解决方法主要分

为两种， 首先是通过墙体进行隔声或者吸纳反

射声， 这在火车站、 影剧院等场所已经有所应

用；第二种方法则是减震和隔声包裹。

“微孔岩吸隔声板是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

研发出的一种全新材料。 ” 谢惠丽谈到，这种由

河沙、 沙漠沙等多种原料配比而成的沙板具有

吸声隔声功能， 既可用于交通、 工业等吸声材

料，也可以用在机场、会议室、火车站、礼堂等大

型场所解决混响问题。

公司合作方清华大学建筑声学专家燕翔教

授对记者介绍， 天润康隆产品的最高吸声系数

能够达到0.9， 这在国内可以算作独一无二的；

即便在全球，也只德国才有。

苗永康则透露，目前这种产品已进入初期小

规模生产阶段，且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和四川

污水处理项目取得订单，送展杭州隧道项目的样

品也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公司正计划未来将该项

技术推广到美国高铁，目前已在着手相关方面的

工作，如专利申请等等。 另据记者了解，杭州某隧

道项目意向明确预定1万平米的微孔岩吸隔声

板，成都某隧道项目也有意向预定1万平米。

“下一步会考虑开拓降噪产品的民用市

场。”苗永康认为，公司可以将产品做成大理石桌

面、墙体装饰画或者吸顶等，使其具备吸声、隔声

功能，以保证民用场所的私密性。 目前公司已在

河北怀来建设新厂，专门负责降噪产品的生产。

随着降噪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的深入，目

前天润康隆的业务已拓展为两大领域， 除了节

能之外，还包括了环保产品。“公司定位于节能

环保，不再向其他领域拓展，而降噪产品将是公

司主打产品的方向。 ” 苗永康表示，今后会为新

产品筛选一些代理商， 而天润康隆将成为降噪

产品的供应商和方案提供商， 从而实现公司主

营业务的转型升级。

和其他民企一样， 天润康隆也面临着行业

竞争、产品研发和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风险，

但苗永康并不觉得压力山大。 他引用中国环境

保护产业协会的一份资料显示， 未来5年中国

噪声治理工程市场规模增速有望达20%左右，

2016年全行业规模将达到110亿元。“我坚信，

降噪市场今后必然会呈几何级别增长， 借助市

场前景及新三板挂牌这一东风， 天润康隆将展

翅高飞。 ”

专注小产品 占领大市场 谋求快发展

天润康隆 “隐形冠军” 的青葱十年

□本报记者 胡东林 王小伟

德国伍尔特，一家以生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产品为核心业务的公司，却在全球80个国家拥有超过

400多家分支机构，应用几乎涵盖所有行业，2013年集团全球销售额达到97.4亿欧元；德国普瑞公司，数

十年来只做汽车动力电池的BMS系统，如今已成宝马集团纯电动汽车的“铁杆”供应商……

这些专注于“小产品” 的“隐形冠军”让人钦佩。如今，中国的新三板市场已经聚集着一大批以“小”

知名的企业。 这些企业在扎根实体经济的同时受益于资本市场发展，专注的产品让他们赢得了不菲的市

场份额。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从石化行业的异形保温材料起步，到在市场站稳脚跟，再到今年开

始向降噪产品研发生产的转型升级，少为人知的北京天润康隆公司在不太被关注的行业里，演

绎了一部精彩的民企成长连续剧。

位于北京海淀区北部的这家小公司，犹如人体的千千万万个细胞，正在为国民经济的稳

健运行贡献着活力。 对国内民企而言，尽管“弹簧门” 、“玻璃门” 依然横亘于前，尽管融资渠

道少、技术成果转化难的困扰一时难于消除，但只要明确定位、扎根市场，完全可以将一个

“极小切口” 的细分业务做大做强。 从这个角度看，天润康隆创业发展的十年，不失为一个生

动的样本。

创业

小行业蕴藏大商机

一切都是那么不起眼———公司规模小、产

品不引人注意，然而就是这个异形保温行业，让

天润康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海。

应当承认， 这是一个至今仍为很多人不

熟悉的行业：在中国的电厂、石化、冶金等热

力系统的诸多行业都需要加热程序，这导致

凡是100摄氏度以上的操作环境都需要保

温这个环节：一方面降低能耗，另一方面

避免烫伤。 以前者为例，某大型发电企业

人士向记者介绍， 从热电厂到下游用热

地点的管线长度往往达数十公里， 如果

不进行保温操作， 将直接影响到用热装

置的正常运行。

保温由此成为中国热力系统行业的

关键词。 行业人士介绍说，传统的保温方

式通常为“两段式” ：里面是保温材料，

外面为铝皮等外壳设备。 然而在所有保温系统

中，经常由于检修等原因，会有拆卸情况出现。

比如电厂的汽轮机、石化企业的阀门等，拆卸后

外皮将销毁，无法重复利用。 与此同时，一些边

角不规则的地方则常常由于保温效果不好，而

使热量白白流失，甚至影响了下游作业。

时光倒转到十年前，正处于待业状态下的

苗永康看到了具有“不规则”和“可拆卸”特点

的异形保温材料商机。 彼时，国内为数不多的

异形保温项目公司多将业务方向集中在发电

厂，石油化工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找准石化领

域异形保温材料这个切入点，他注册成立了天

润康隆公司。 这位五年前还在甘肃省电力局工

作的电网规划工程师，由此实现了人生的一大

跨越。

天润康隆的规模并不算大，在中关村所有

新三板挂牌公司中，依据规模从小到大排列，天

润康隆位列第37名；公司的可交易股份总量为

298.97万股。2013年年报显示，天润康隆实现营

业收入303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15万元，分别同比增长21%和75%。

彼时的苗永康坚信自己看到了一块 “肥

肉” ： 一方面， 异形保温产品对技术要求不太

高；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少，市场相对简单，前景

广阔。 “仅在石化、电力等行业，异形保温的市

场规模就可以达到50亿元。 ” 在苗永康看来，公

司目前客户仅仅开拓了中国石油部分炼厂，未

来中国石化、 中海油等其他保温市场都是公司

业务发展的“蓝海” 。

业内人士介绍， 在石油化工领域的异形保

温材料细分市场中， 天润康隆所占份额居于首

位，在电力市场也能排到前三名，江湖地位毋庸

置疑。 “做好异形保温产品就足以让我们滋润

度日了。 ” 苗永康信心满满。

成长

十年专注终成“状元”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与一些公

司业务分散甚至频繁变换主营业务不同，

天润康隆近十年来表现出了足够的“德国

式” 专注，如今已成异型保温细分市场不折

不扣的“状元” 。

严格以市场导向做产品，这是天润康隆的

法宝之一。基于对客户需求的了解，苗永康一开

始便将眼光盯在了大型国有企业身上。“只要公

司产品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研发和生产的，即便

切口再小，有了国企这块大蛋糕，分到自己杯中

的也不会太少。 ”这就是他最初的盘算。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兰州石化项目。

“当时很多热力系统企业都非常头疼于保温问

题。 兰州石化由于原油来源复杂， 包括新疆原

油、哈萨克斯坦国原油等等，各种原油含硫量不

同，其炼化过程中所需温度也不一样，每次油种

的变化都会导致相关设备的拆卸。 ” 苗永康回

忆说，“了解需求后我们马上组织技术研发，推

出的一种可拆卸异形阀门让客户十分满意。 ”

天润康隆公司董事、总经理谢惠丽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展示了一份收藏近10年的《保温试

验检测报告》。该份报告显示，使用公司新玻璃

钢保温产品进行保温操作后， 兰州石化的表面

热流由此前的664W/M2降到127� W/M2，表

面温度则由69摄氏度下降到37摄氏度，比国标

值还要低。

“一个规格为DN100的阀门， 一年的热能

损耗可节省8吨标准煤。 ” 谢惠丽对记者表示，

正是兰州石化的信任， 才有了天润康隆成立后

的第一单生意。

兰州石化被誉为新中国炼油工业和石化工

业的“摇篮” ，由于示范效应明显，此后天润康

隆的异形保温材料业务在石化、 电力等其他国

有企业中形成口碑。 目前， 包括中石油兰州石

化、中石油独山子石化、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

中石油燕山石化等数十家大型国企都将设备异

形保温项目交给了这家不起眼的公司来做。

如果说了解市场是专注的前提， 那么产品

创新就是专注的基础，正因如此，公司对于技术

革新极其重视。此前，石化行业采取常规保温一

直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即阀门、封头等外形不规

则设备在高温的地方保温效果不好。为此，天润

康隆专门创新了一种“开模式”保温方法，根据

设备原本形状先设计模具再制造外壳， 从而达

到保温效果。

汽轮机和阀门不同，上面管线多、工况复杂，

为此，公司专门研制“快速拆装式柔性保温衣”

用于汽轮机的保温。 凭借此项技术专利，天润康

隆将业务范围从石化领域延伸到发电厂的汽轮

机。“使用我们专门研制出的柔性保温衣，就像人

穿棉衣一样，总共三层，可以使汽轮机温度从原

来的560度降到50度以下。 ”苗永康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异形保温产品经常需要特制

模具，这使得公司的前期成本投入大大增加。 但

十年坚持的结果是，公司目前对于石化、电力企

业所需的异形保温产品模具已积累成套，后期投

入大为减少。 公司方面透露，目前每套模具的成

本在300万元左右，也正因此，其他企业想进入这

个行业已经丧失了最好的时机，定制模具的高成

本反过来成为了其他企业进入的行业门槛。

其他产品也是如此。 苗永康以柔性保温衣

为例说， 目前国内总共只有4家企业在做软质

保温，天润康隆算是在这个细分领域做得较早、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 一旦客户认准了一个

品牌，而该产品又已经申请专利，后来者想要进

入是很困难的。

快速拆装式玻璃钢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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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专注小产品 占领大市场 谋求快发展

天润康隆“隐形冠军”的青葱十年

本报记者 胡东林 王小伟

德国伍尔特，一家以生产螺丝、螺母等连接件产品为核心业务的公司，却在全球80个国家拥有超过400多家分支机构，应用几乎涵盖所有行业，2013年集团全球销售额达到

97.4亿欧元；德国普瑞公司，数十年来只做汽车动力电池的BMS系统，如今已成宝马集团纯电动汽车的“铁杆”供应商……

这些专注于“小产品”的“隐形冠军”让人钦佩。如今，中国的新三板市场已经聚集着一大批以“小” 知名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扎根实体经济的同时受益于资本市场发展，专注的产品

让他们赢得了不菲的市场份额。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从石化行业的异形保温材料起步，到在市场站稳脚跟，再到今年开始向降噪产品研发生产的转型升级，少为人知的北京天润康隆公司在不太被关注的行

业里，演绎了一部精彩的民企成长连续剧。

位于北京海淀区北部的这家小公司，犹如人体的千千万万个细胞，正在为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贡献着活力。对国内民企而言，尽管“弹簧门” 、“玻璃门” 依然横亘于前，尽管融资渠

道少、技术成果转化难的困扰一时难于消除，但只要明确定位、扎根市场，完全可以将一个“极小切口” 的细分业务做大做强。从这个角度看，天润康隆创业发展的十年，不失为一个生动

的样本。

创业

小行业蕴藏大商机

一切都是那么不起眼———公司规模小、产品不引人注意，然而就是这个异形保温行业，让天润康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海。

应当承认，这是一个至今仍为很多人不熟悉的行业：在中国的电厂、石化、冶金等热力系统的诸多行业都需要加热程序，这导致凡是100摄氏度以上的操作环境都需要保温这个环节：一方面降低能耗，另一方面避免烫伤。 以前者为例，某

大型发电企业人士向记者介绍，从热电厂到下游用热地点的管线长度往往达数十公里，如果不进行保温操作，将直接影响到用热装置的正常运行。

保温由此成为中国热力系统行业的关键词。 行业人士介绍说，传统的保温方式通常为“两段式” ：里面是保温材料，外面为铝皮等外壳设备。 然而在所有保温系统中，经常由于检修等原因，会有拆卸情况出现。 比如电厂的汽轮机、石化企业的阀门

等，拆卸后外皮将销毁，无法重复利用。 与此同时，一些边角不规则的地方则常常由于保温效果不好，而使热量白白流失，甚至影响了下游作业。

时光倒转到十年前，正处于待业状态下的苗永康看到了具有“不规则” 和“可拆卸”特点的异形保温材料商机。 彼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异形保温项目公司多将业务方向集中在发电厂，石油化工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找准石化领域异形保温材料这

个切入点，他注册成立了天润康隆公司。 这位五年前还在甘肃省电力局工作的电网规划工程师，由此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跨越。

天润康隆的规模并不算大，在中关村所有新三板挂牌公司中，依据规模从小到大排列，天润康隆位列第37名；公司的可交易股份总量为298.97万股。 2013年年报显示，天润康隆实现营业收入303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5万元，分别

同比增长21%和75%。

彼时的苗永康坚信自己看到了一块“肥肉” ：一方面，异形保温产品对技术要求不太高；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少，市场相对简单，前景广阔。“仅在石化、电力等行业，异形保温的市场规模就可以达到50亿元。 ”在苗永康看来，公司目前客户仅仅开拓

了中国石油部分炼厂，未来中国石化、中海油等其他保温市场都是公司业务发展的“蓝海” 。

业内人士介绍，在石油化工领域的异形保温材料细分市场中，天润康隆所占份额居于首位，在电力市场也能排到前三名，江湖地位毋庸置疑。 “做好异形保温产品就足以让我们滋润度日了。 ” 苗永康信心满满。

成长

十年专注终成“状元”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与一些公司业务分散甚至频繁变换主营业务不同，天润康隆近十年来表现出了足够的“德国式” 专注，如今已成异型保温细分市场不折不扣的“状元” 。

严格以市场导向做产品，这是天润康隆的法宝之一。 基于对客户需求的了解，苗永康一开始便将眼光盯在了大型国有企业身上。“只要公司产品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研发和生产的，即便切口再小，有了国企这块大蛋糕，分到自己杯中的也不会太少。 ”这就

是他最初的盘算。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兰州石化项目。“当时很多热力系统企业都非常头疼于保温问题。兰州石化由于原油来源复杂，包括新疆原油、哈萨克斯坦国原油等等，各种原油含硫量不同，其炼化过程中所需温度也不一样，每次油种的变化都会导致相关设

备的拆卸。 ” 苗永康回忆说，“了解需求后我们马上组织技术研发，推出的一种可拆卸异形阀门让客户十分满意。 ”

天润康隆公司董事、总经理谢惠丽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展示了一份收藏近10年的《保温试验检测报告》。 该份报告显示，使用公司新玻璃钢保温产品进行保温操作后，兰州石化的表面热流由此前的664W/M2降到127� W/M2，表面温度则由69摄氏

度下降到37摄氏度，比国标值还要低。

“一个规格为DN100的阀门，一年的热能损耗可节省8吨标准煤。 ” 谢惠丽对记者表示，正是兰州石化的信任，才有了天润康隆成立后的第一单生意。

兰州石化被誉为新中国炼油工业和石化工业的“摇篮” ，由于示范效应明显，此后天润康隆的异形保温材料业务在石化、电力等其他国有企业中形成口碑。 目前，包括中石油兰州石化、中石油独山子石化、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中石油燕山石化等

数十家大型国企都将设备异形保温项目交给了这家不起眼的公司来做。

如果说了解市场是专注的前提，那么产品创新就是专注的基础，正因如此，公司对于技术革新极其重视。 此前，石化行业采取常规保温一直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即阀门、封头等外形不规则设备在高温的地方保温效果不好。 为此，天润康隆专门创新

了一种“开模式” 保温方法，根据设备原本形状先设计模具再制造外壳，从而达到保温效果。

汽轮机和阀门不同，上面管线多、工况复杂，为此，公司专门研制“快速拆装式柔性保温衣”用于汽轮机的保温。 凭借此项技术专利，天润康隆将业务范围从石化领域延伸到发电厂的汽轮机。“使用我们专门研制出的柔性保温衣，就像人穿棉衣一样，总共三

层，可以使汽轮机温度从原来的560度降到50度以下。 ”苗永康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异形保温产品经常需要特制模具，这使得公司的前期成本投入大大增加。 但十年坚持的结果是，公司目前对于石化、电力企业所需的异形保温产品模具已积累成套，后期投入大为减少。 公司方面透露，目前每套模具的成本在300万元左右，也

正因此，其他企业想进入这个行业已经丧失了最好的时机，定制模具的高成本反过来成为了其他企业进入的行业门槛。

其他产品也是如此。 苗永康以柔性保温衣为例说，目前国内总共只有4家企业在做软质保温，天润康隆算是在这个细分领域做得较早、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一旦客户认准了一个品牌，而该产品又已经申请专利，后来者想要进入是很困难的。

起飞

技术革新资本助力

6月上旬的一天，当记者应约来到天润康隆公司时，一场招聘面试刚刚结束。 “在新三板挂牌后，公司的知名度大为增加，招聘人员的选择空间大多了！ ” 苗永康手里扬起一沓简历，脸上洋溢着笑意。

在位于新材料创业大厦7层的宽敞办公室里，记者看到公司好几位员工都在忙着制作视频资料，除了公司宣传视频外，更重要的是针对企业内部的各工作环节的标准化作业视频，以方便对每一个新工人进行培训。 “现在公司拿下的项目较多，新

的业务也越来越多的出现，通过视频资料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有助于新业务的提速普及。 ”公司总经理助理、董秘吴艳介绍说。

2013年底，天润康隆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从那以后，苗永康明显感受到了公司和以往的不一样。 对于资本市场带来的好处，他认为首先是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其次是公司取得银行贷款更为容易，此外，还吸引了不少社会

资本的关注，融资渠道更加多样。 如果将来能在增加市场流动性、提供导向性补贴和企业融资担保等方面有更多推动，公司发展将更添动力。

“公司将在保持传统优势业务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发展动力。 ”说到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总经理谢惠丽介绍说，微孔岩吸隔声板是天润康隆今年以来重点推出的一项新业务，其主要作用是吸声和隔声。 近期紧锣密鼓进行的招聘工作，正积极寻找更多适合

公司的、专业的生产经理。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噪声污染危害性认识的加深，不少噪声来源地开始投入资金进行降噪。 据专家介绍，目前噪声的解决方法主要分为两种，首先是通过墙体进行隔声或者吸纳反射声，这在火车站、影剧院等场所已经有所应用；第二种方法则

是减震和隔声包裹。

“微孔岩吸隔声板是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出的一种全新材料。 ” 谢惠丽谈到，这种由河沙、沙漠沙等多种原料配比而成的沙板具有吸声隔声功能，既可用于交通、工业等吸声材料，也可以用在机场、会议室、火车站、礼堂等大型场所解决混响问

题。

公司合作方清华大学建筑声学专家燕翔教授对记者介绍，天润康隆产品的最高吸声系数能够达到0.9，这在国内可以算作独一无二的；即便在全球，也只德国才有。

苗永康则透露，目前这种产品已进入初期小规模生产阶段，且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和四川污水处理项目取得订单，送展杭州隧道项目的样品也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公司正计划未来将该项技术推广到美国高铁，目前已在着手相关方面的工作，如专利申请

等等。 另据记者了解，杭州某隧道项目意向明确预定1万平米的微孔岩吸隔声板，成都某隧道项目也有意向预定1万平米。

“下一步会考虑开拓降噪产品的民用市场。 ”苗永康认为，公司可以将产品做成大理石桌面、墙体装饰画或者吸顶等，使其具备吸声、隔声功能，以保证民用场所的私密性。 目前公司已在河北怀来建设新厂，专门负责降噪产品的生产。

随着降噪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的深入，目前天润康隆的业务已拓展为两大领域，除了节能之外，还包括了环保产品。“公司定位于节能环保，不再向其他领域拓展，而降噪产品将是公司主打产品的方向。 ” 苗永康表示，今后会为新产品筛选一些代

理商，而天润康隆将成为降噪产品的供应商和方案提供商，从而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升级。

和其他民企一样，天润康隆也面临着行业竞争、产品研发和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但苗永康并不觉得压力山大。 他引用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一份资料显示，未来5年中国噪声治理工程市场规模增速有望达20%左右，2016年全行业规模

将达到110亿元。“我坚信，降噪市场今后必然会呈几何级别增长，借助市场前景及新三板挂牌这一东风，天润康隆将展翅高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