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售热线院0738-8664887 服务热线院0738-8664538 传真院0738-8660591

主办单位: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共八版 2015年 6月 30日 总第 52期
《涟钢报》市场版（内部宣传资料） 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 湘 K003

姻二版“双菱”牌热轧带肋钢筋 半个多世纪的质量深耕

姻四版“双菱”品牌 让我们携手共同维护

姻六版“双菱”牌走进美丽乡村

带肋钢筋 专刊

为地级代理商。 为基本建立的县级销

售点（已经实现销售且基本符合涟钢县级销售点条件）。 为初步建立的县级销售

点（已经建立关系但部分条件未达到涟钢县级销售点标准）。 为下一步准备开拓

的县级销售点。箭头表示辐射区域。

涟钢“双菱”牌带肋钢筋湖南市场布局图



热轧带肋钢筋俗称螺纹钢，广泛用于

房屋、桥梁、道路等土建工程建设。

普通热轧带肋钢筋的牌号由 HRB 和
牌号的屈服点最小值构成。H、R、B 分别为
热轧（Hotrolled）、带肋（Ribbed）、钢筋
（Bars）三个词的英文首位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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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钢带肋钢筋有哪些规格尧牌号钥

产品规 格为 矣 12 -40mm，生产牌号有 HRB400、HRB500、
HRB400E、HRB500E。
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的力学工艺性能优越在哪钥

1尧强度大尧安全储备大
涟钢 HRB400E带肋钢筋采用加钒（或铌）微合金化工艺生

产，细化晶粒，改善了金相组织，从而提高了综合性能。在强度方

面，与传统的钢筋相比，HRB400带肋钢筋的强度提高了 20%;在
塑性方面，HRB400 带肋钢筋的平均值伸长率可达 18%左右。在
强度提高的前提下，同时还改善了钢筋的其他力学性能，减少了

钢筋的尺寸规格效应，降低了钢筋的应变时效。

2尧焊接性能良好
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的碳当量低，焊接合格率 100%。
3尧强屈比高袁具有良好的抗风尧抗震性能
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 琢b/琢s 不小于 1.25，且有较高的高应

变低周疲劳性能，有利于提高抗震性能，尤其适于在高层建筑和

抗震性能要求高的工程上使用。

4尧工艺性能良好
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冷弯性能优良，其反弯检测高于国标

要求，充分满足建筑施工要求。

5尧便于施工
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可比 HRB335带肋钢筋减少 15%左右

的使用量，有效解决了施工时配筋过密问题，易于混凝土浇灌。

使用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可产生哪些经济效益钥

1、可减少钢筋用量约 15%。
2、可节省钢筋使用成本 10%。
3、减少运输费、现场加工费，提高施工效率，综合测算可节省

资金 300 元/吨以上。
使用涟钢 HRB400 带肋钢筋具有哪些社会效益钥

1、自家建房使用涟钢钢筋，造百年住宅，买得放心，用得放
心。

2、推广使用 HRB400 带肋钢筋，可节省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
和能源，符合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要求。

3、实现我国建筑用钢的升级换代，促进冶金工业技术进步。
标称上带野E冶的钢筋和不带野E冶的钢筋有什么区别钥

“E”，是英语单词中 Earthquake（地震）的第一个字母，标志着
钢筋产品达到了国家颁布的“抗震”标准。

抗震钢筋除了满足普通钢筋所有性能指标外，还应满足以下

三个要求：1.抗震钢筋的实测抗拉强度与实测屈服强度特征之比
不小 1.25；2.钢筋的实测屈服强度与标准规定的屈服强度特征值
之比不大于 1.30；3.钢筋的最大力总伸长不小于 9%。

购买带肋钢筋，涟钢“双菱”牌是您的最佳选择

涟钢热轧带肋钢筋生产区

半个多世纪的质量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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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国家质量最高奖、中国驰名商标的品牌典范

“双菱”牌热轧带肋钢筋

1.冶炼实现窄成分控制袁铸坯质量稳定袁成分均匀遥
2.采用步进梁式高效蓄热式加热炉袁所用燃料为高

炉焦炉混合煤气袁连铸钢坯热装比达 70%以上袁加热温度
均匀稳定遥

3.全线平立交替袁粗轧为闭口式轧机袁中尧精轧采用短
应力高刚度尧高精度轧机袁轧机轴承采用油汽润滑技术遥

4.精轧采用高速钢轧辊尧高錋耐磨轧辊和平辊轧制
技术遥

5.矣 12mm-矣 22mm规格全部实行切分轧制遥
6.采用自动支点尧自动分钢和标牌焊接技术遥
7. 采用人工监控系统和工业电视监控系统配合技

术袁设备高精度稳定运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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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刑法曳
[生产尧销售伪劣产品罪] 第一百四十

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

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

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

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

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

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

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假冒注册商标罪]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第二
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叶产品质量法曳
第五十三条 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

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

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吊销营业执照。

由于品牌的巨大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包括涟钢“双菱”牌带肋钢筋在

内，一些知名品牌及产品被制假售假者觊觎。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

制假售假手段有多“高明”，终究逃不脱法律的严惩。

案例一院开设地下工厂袁制假窝点被端遥

在浙江常山警方破获的“5.30”生产销售劣质钢材案中，犯罪嫌疑人成规
模开设地下锻造厂，贴牌生产劣质钢材。这些涉案窝点生产设备简陋，工艺不

符合要求。

此案中，犯罪嫌疑人 23 人被浙江常山警方抓获，4 个制假窝点被打
掉，12 处销售、仓储窝点被捣毁，伪劣钢材 1500 多吨、钢坯 230 吨、制假设
备 35 台(套) 被缴获，涉案总价值达 6000 多万元。
案例二院伪劣变大牌袁产品设备均查封遥

湖南省新化县工商局接到投诉，反映有人生产侵犯某品牌商标的钢材。

新化县工商局执法人员及新化县公安局打假办人员联合执法检查，发现当事

人已生产销售假冒某品牌带肋钢筋约 70000余元，其行为已涉嫌犯罪。新化县
公安局对当事人及合伙人刑事拘留，并封存了现场查获的产品及设备。

案例三院假冒商标商品袁罚款又获刑遥

河南安阳从事钢材生意的李某从外地购买 45 捆假冒某知名企业注册
商标的带肋钢筋进行销售。其中有 4 捆已经拆开，部分零散带肋钢筋已销
售。这家知名企业出具的钢质鉴定报告证实，李某销售处所存放的钢材均

为不合格产品，产品质量证明书及金属标牌亦为假冒。最终，李某因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30 万元。

制假售假 法律不容

制假售假 楼倒房塌
2014 年 4 月 4 日，浙江奉化一幢 20 年左右的住宅楼

发生粉碎性坍塌，事故造成 1 死 6 伤，小区居民被迫离家
疏散。

2015 年 5 月 21日，贵阳市一居民楼发生垮塌，涉及 35
户、114 人。

2015 年 7 月 1 日，重庆市大足区一中学围墙突然垮
塌，导致正在围墙边玩耍的 3 名 10 岁左右儿童被埋遇难。

近年来房屋坍塌的事故在新闻媒体时有报道，究其原

因，假冒伪劣钢筋往往是罪魁祸首。由于抗震性能和力学

性能不够，当自然灾害来临时，当建筑物随时间推移而提

前变形、老化时，“楼歪歪”、“房倒倒”在所难免。制假售假，

真可谓害人不浅！

打击制假售假有法可依

随着不法分子制假售假手段日益隐蔽，高

仿“双菱”产品几乎能以假乱真，一般非专业人员难以准确

判断。一旦建筑质量受影响，问题才得以暴露。及早掌握三

招，就能有效防范此类风险。

用三招，拒绝假货及“高仿”

链 接

由于钢筋性能偏低袁酿成楼倒房塌的惨剧袁建筑物寿命严重缩短袁
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遥

第一招院认清产品上“双菱”标志及“规格、钢筋级别”
字体，检查产品外观。假冒钢筋标识轮廓浅，不如涟钢钢

筋标识清晰、立体感强。同规格相比，假冒钢筋看上去要

比涟钢正品略瘦，重量略轻，负偏差一般超出国家标准。

第二招院确认包装捆带是否整齐统一，标牌是否规范。
假冒伪劣钢筋包装不规范或散装，包装打捆方式多为手

工，捆带扭结不统一。涟钢钢筋有线材和包装带两种打捆

材料，打捆都用机器，每个扭结方向、大小都一样。

第三招院 选择到涟
钢“双菱”牌产品直接代

理商经营点购买，购买

时务必索要并确认质保

书和标牌内容配套相

符。必要时，可电话向涟

钢求证。

涟钢投诉监督电话

0738-8666031 866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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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在湖南省西南的邵阳市，两家装饰
一新的贸易公司挂上了“涟钢指定专营”的牌匾。

统一授权专营，统一店面形象，统一店员服装，飘动的“涟钢

蓝”，为冷灰色的钢铁产品增添了一抹亮色。

到 2015 年上半年，这样的专卖店已增至 5 家，年内还有 3-4
家也将授权专卖，力争县域直发量达 5万吨/月。

对带肋钢筋实行县域市场直营专卖，这是涟钢营销服务转型

的一个有力举措。

新农村建设院有机会 潜力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的大环境，钢铁行业治理产

能过剩不会放松。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出台，将成为钢铁

行业重要的发展机遇。

这个机遇对涟钢而言，既恰逢其时，又不可多得。

长期以来，由于涟钢带肋钢筋市场声誉好，一般为湖南省内重

点工程指定使用。但随着省内重点工程需求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降
温,作为钢铁生产企业，势必要从战略的高度，对营销进行优化调整。

将县级市场作为带肋钢筋投放的重要增长点，是涟钢审时度

势、广泛调研后作出的重大抉择。

湖南省下辖 120余个县级行政单位，与 20 多年前的行政建制
比较，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从近年带肋钢筋需求量来看，月均在

50 万吨左右，总量较大；从市场增长率来看，老屋翻新、成家新
建、返乡建房有增无减，乡镇公共设施建设高潮渐起；从主要供货

钢厂占有率来看，越靠近钢厂，区域占有率较高，各钢厂越来越看

重“家门口”的农村市场。

野双菱冶牌钢材院老品牌 口碑好

“涟钢钢筋，用得放心。”

这不是涟钢花钱打的广告，而是经销商自己喷印的大招牌。

从涟钢出发，沿着各条物流线路且行且看，这样的招牌寻常

可见。

涟钢“双菱”牌带肋钢筋，不仅有金杯银杯，也不乏用户口碑。

长沙县郊某上市企业，主营汽车车身制造，原材料全部采用

涟钢板材。初创建厂时，该企业厂房结构全部使用涟钢“双菱”牌

带肋钢筋。2008年汶川地震后，该企业老总建起一栋三层小楼，用
去 50 余吨“双菱”牌带肋钢筋，超出同类建筑钢筋用量一倍。“能
抗十级强震”，该老总说。

为什么要这么干？“涟钢的钢筋不要说性能质量，光看月牙和

光泽，就让人放心，”这位老总说，“我愿意多用点钢筋，把房子建

牢一点。我们的员工自建住房，也全部用涟钢钢筋。”

涟钢带肋钢筋的良好市场美誉度，使“双菱”品牌成为湖南人

倍感自豪的一张工业名片。

涟钢“双菱”材，不光长江葛洲坝、三峡大坝、黄河小浪底、武

广高铁在用，民生工程也普遍使用。以湖南怀化为例，这里地处湘

西，经济相对薄弱，但目前该地建设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设

施，仍然不惜增加投入，指定使用“双菱”材。

买房建房，安居乐业———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一生中几乎没

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在日子越过越美的乡村，用上百个国家重点

工程都在用的涟钢“双菱”材建房，即使多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县域专卖店院接地气 服务优

2015 年 6 月中旬，湖南某地警方查获多起“双菱”牌带肋钢筋
售假案，涉及多家商户。这些假冒“双菱”材，销售目标主要是经销

区域的周边居民。而且，销售人员发现，越是偏远地方，假冒、仿冒

产品越是容易渗透。

一方面，从用户心理看，信赖老品牌，愿意买“双菱”钢筋；一

方面，从违法行为看，“天高皇帝远”，打假成本高———少数不法分

子就这样钻了空子。

考虑到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和省内带肋钢筋市场的新特点，涟

钢决定，改变沿用多年的模式，将产品由地级经销商经销，向建立

县域市场专卖店拓展，销售再前移“一公里”，使产品和服务进一

步贴近用户。

为此，涟钢分规划、试点、推广三个阶段，对场地、信誉、资质

等方面严格审核，优选当地规模大、实力强的公司，由各地级经销

商垂直发散，开拓县级市场。并通过持续跟踪、动态协调等监管手

段，保证专卖点产品质量，引导市场正确、理性消费，提高消费者

满意度。

为贴近农村市场用量少、规格多的需求，涟钢拟推出多项增

值服务。如：由房地产开发设计专业人员进行户型免费设计，提供

“安全、舒适、省时、省料”的钢材用料清单；选址新建带肋钢筋加

工配送点，在县级销售点开展加工设备团购业务；利用多年合作

优势，争取铁路部门的物流优惠条件，同时提高汽车物流服务水

平；实施个性化服务，一般情况下，省内市场当天下单，第二天送

达县级客户手中；提供免费质检服务，消除用户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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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 县级区域 一级经销商 主要县级专卖店或直发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长沙
长沙
长沙
长沙
长沙
长沙
长沙
长沙
长沙
常德
常德
常德
常德
娄底
娄底
娄底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衡阳
怀化
怀化
怀化
怀化
怀化
吉首
张家界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邵阳
湘潭
益阳
益阳
益阳
永州
永州
永州
岳阳
岳阳
岳阳
岳阳
岳阳
岳阳
株洲
株洲
株洲
株洲
株洲
郴州
郴州
郴州
郴州
郴州
郴州
郴州
郴州
郴州

注院主要县级专卖店或直发点一栏中袁单位后有 标示的为涟钢已授牌的专卖店遥

浏阳
宁乡
宁乡

汉寿
澧县
桃源
娄底
新化
双峰
衡阳

耒阳
衡阳
衡阳
衡南
耒阳
常宁
祁东

靖州
溆浦
吉首
慈利
邵东

邵阳县
洞口
隆回
隆回
武冈
湘乡

桃江
安化

道县
祁阳

汩罗
临湘
平江
平江
湘阴
茶陵
茶陵
醴陵
攸县
攸县
安仁
桂东
桂阳
嘉禾
临武
汝城
宜章
永兴
资兴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大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远钢材有限公司

湖南通昶物资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赢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赢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大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常德市博翔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常德市博翔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豫湘工贸有限公司
大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大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怀化升洋物资有限公司
怀化市华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怀化毅能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毅能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毅能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邵阳华诚工贸有限公司
大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邵阳市材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益阳市和明贸易有限公司
益阳市和明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诚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诚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华诚工贸有限公司
岳阳巴陵华盛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赢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赢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赢瑞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大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大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沙浏阳双菱钢材批发部
宁乡县金鸣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常德市博翔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集团）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集团）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集团）钢铁有限公司
湖南学良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瑞才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大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邵东县鸿瑞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道创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瑞才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联鑫盛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瑞才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瑞才盛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涟钢经营部
溆浦拉丝厂

湘西自治州天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安程商贸有限公司
邵阳华诚工贸有限公司
邵阳大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邵阳县良都敬塘建材有限公司
邵东恒石商贸有限公司

新化县博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隆回天劲建材有限公司
武冈市宏顺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隆安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马迹塘博长钢材批发部
娄底市恒圆工贸有限公司

永州市德荣贸易有限公司
祁阳县腾先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汩罗新市双菱钢材经营部
湖南夕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凯泉贸易有限公司
平江安定镇双菱钢材批发部
湘阴县双菱钢材批发部

湖南鑫和佳美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茶陵工业园钢材批发部

邵阳市鑫福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长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旺建材批发部
湖南渤宇钢贸有限公司

邵阳市祥和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益福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渤宇钢贸有限公司
鑫福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酒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酒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益福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夕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周哲华
谢利群
王 崟
张红国
周石芳
周 姿
周石芳
罗宏亮
陈 果
周汉军
周建军
彭 亮
彭 亮
黄 辉
刘 越
周海洋
周才华
李 凯
马武东
王 芳
周 玢
罗周斌
周才华
张宏春
周才华
周才华
刘毕成
周瑛璋
李茂林
冯元荣
贺方军
向麒麟
鲁周进
李全鸣
刘渡珍
谭海湘
罗教跃
袁正武
唐 兵
袁正武
肖卫国
沈平安
周 详
周 详
胡陵初
蒋海蛟
张建设
刘运忠
揭 毅
周石芳
孙 燕
樊祖惠
周石芳
周石芳
谭雨来
段清明
李国安
王建国
邱青山
聂逢君
黄忠文
兰四平
张宏春
邹建华
唐志宏
唐志宏
姜小栋
胡 新

18692248912
15874229149
13548649262
15274874888
13317316655

073183752327
13317316655
13507446018
13755093302
13908410893
13549638887
18670392669
18670392669
13973884261
13873880628
13319682901
18007348918
15073421872
15874775388
15211412277
13487380738
18274771249
18007348918
18974769498
18007348918
18007348918
18774714578
15115157911
13974518493
13487453745
13807454792
15508438096
13974480882
15973287711
15173914729
13307396111
13875469818
15873835868
13762280088
15873835868
18997693719
13034815734
13657372828
13657372828
13707389358
18107468997
13874620778
13607461378
13807309109
13317316655
13875816152
18390165750
13317316655
13317316655
13974183616
13762351418
13317416307
18974127666
13907412948
18607358616
15869811053
13875539559
13875545515
18175750018
13647359398
13647359398
18890132976
15115598942

涟钢“双菱”牌带肋钢筋湖南市场主要经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