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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第三届西南地区建筑绿色化发展年度研讨会胜利召开 

 

2018 年 4 月 25 日，第三届西南地区建筑绿色

化发展研讨会在重庆召开。本次会议以“绿色发展，

量质齐升”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年度工作总结、年

度表彰、主题演讲以及“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与绿

色建筑性能发展”论坛。大会由重庆市绿色建筑专

业委员会、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主办，重庆大学

国家级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绿色建筑

与人居环境营造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协办。重庆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董勇，中国建

筑节能协会会长武涌，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副主任、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清勤出

席了大会，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节能处处长

江鸿、副处长李克玉，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岸区、

北碚区、两江新区、巴南区、九龙坡区等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代表，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李百战、副主任委员会曹勇、张京街、谢自强、

谭平、王永超、张红川、石小波、丁小猷等

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了来自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

地、华东地区绿色建筑基地、北方地区绿色

建筑基地、南方地区绿色建筑基地的各组建

单位共同参会。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四川

分部牵头单位四川省建设科技协会侯文秘

书长，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成员单位、中

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冯雅副总

工程师、四川省大卫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刘卫

兵董事长、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贵州省工

程建设标准化与建筑节能协会万林力秘书长，华东

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

张崟副院长、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沈吟吟，北方地

区绿色建筑基地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王萌副局

长、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郭而郛院

长、王瀛院长助理，南方地区绿色建筑基地深圳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刘益民副总监等参

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副主任、重庆市绿色

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主任

李百战教授任主席，来自北京、重庆、四川、贵州、

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的 200 余名业内专家学者参

加了大会。   

会上，首先由大会主席李百战教授代表主办方

致欢迎辞，表达了对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中国

城科会绿建委、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对本次会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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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诚挚感谢，对四个基地单位代表以及来自重庆的

参会嘉宾表达了诚挚的欢迎。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副

主任王清勤在大会的致辞中，高度评价了重庆市绿

色建筑专业委员会、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在推动

地方、区域绿色建筑发展中的工作，对西南地区绿

色建筑基地持续不断地活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并结

合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对专委会和基地工作提出

了殷切希望。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武涌会长在致辞中

对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

赞许和肯定，对重庆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重庆市未来的绿色建筑与建

筑节能发展方向给予了指点与建议。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董

勇在大会的致辞中一方面表达了对大会胜利召开

的祝贺，同时肯定了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的

工作，并针对落实重庆市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战略的要求，对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西南

地区绿色建筑基地提出了进一步“以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为出发点，以推动国内建筑全面绿色发展为

重点，不断提高城乡建筑领域绿色发展”为目标的

工作要求，进一步指明了专委会、绿建基地服务行

业、支撑行业、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 

随后，大会进行了基地工作交流和年度先进表

彰。来自西南、华东、北方、南方四个地区的绿色

建筑基地的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丁

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崟、天

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郭而郛、深

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刘益民

分别就各个基地的建设工作、建设成效、未来计划

等进行了交流汇报。 

为了进一步激励专委会成员单位的工作热情，

鼓励广大行业单位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工作，重庆市

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就

2017 年度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重庆市城乡建委总工程师董勇、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会长武涌、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副主任王清勤、重庆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节能处处长江鸿分别为张

陆润、谭平，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金科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大卫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筑巢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颁发了重庆市绿色建

筑专业委员会年度先进专家、重庆市绿色建筑咨询

先进单位、重庆市绿色建筑建设先进单位、西南地

区绿色建筑基地先进单位和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

委员会先进会员单位等颁发证书进行表彰。 

在大会论坛上，王清勤先作《中国绿色建筑标

准规范现状与发展》的主题演讲。演讲中，王主任

清晰地梳理了当前我国绿色建筑相关行业的标准

建设与发展现状，并给未来绿色建筑标准化建设工

作指明了方向，同时指出了绿色建筑发展的四大趋

势，提出了以“提高性能、扩大范围、扩展内涵、

以人为本”为目标的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方向。 

武涌会长为大会带来了《以制度建设依法推进

我国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的主题演讲，明晰

地指出了如何通过绿色供应链发展、从供给侧、提

高建筑能效、法律制度保障来实现“建筑节能”向

“绿色建筑”的转变，从“单体建筑”向“区域建

筑的转变”，从“浅绿”向“深绿”的转变的思路，

并从国家立法、地方立法两个方面介绍了如何以制

度建设来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怎样依托政府、行

业、市场来更好地发展绿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愿望。 

在大会召开的“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与“绿

色建筑性能发展”两个分论坛上，来自住房城乡建

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殷帅调研员、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处尹波处长、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孟冲主任、中建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建集成房屋有限公司张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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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所长、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分院狄彦强总经理，上

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田炜主任，

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BIM专委

会常务副秘书长李百毅，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建

筑节能研究所于忠所长，重庆大学王智教授、喻伟

副教授等行业知名专家学者为大会带来精彩演讲。 

本次大会的成功召开，进一步推动了西南地区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行业的深入融合发展，不仅起

到了汇集一方力量、发展一方行业的作用，更重要

的是搭建了西南地区与全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先进理念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对促进区域性建筑

绿色化发展将起到里程碑意义，将推动西南地区绿

色建筑行业发展迈向更高台阶！ 

（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供稿） 

 

中国城科会绿建委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召开绿色金融产品研讨会 

 

2018 年 5 月 10 日，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

利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

委员会在上海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

绿色金融产品研讨会，国际金融公司（IFC）、美国

驻华大使馆、马鞍山农商银行参加会议，中国城科

会绿建委副主任单位、中国城科会绿建委规划设计

学组组长单位华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建筑科创中

心田炜书记代表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出席会议。 

华东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田炜书记主持会议，并

代表中国城科会绿建委欢迎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

克利国家实验室等一行代表团。华东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科创中心夏麟介绍了中国绿色建筑的政策、标

准、工程实践和绿色建筑运行维增量成本等内容；

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Carolyn Szum

女士介绍了 CERC-BEE 金融倡议和用于规模化建筑

节能的创新融资产品，包括针对绿色住宅和公寓（3

星或 LEED 认证）的低息抵押贷款的绿色抵押贷款

产品和针对非住宅绿色建筑和中型企业能效升级

衍生产品的绿色建筑产品，同时介绍 MRCB（马鞍

山农商银行）世界首个绿色商业银行的目标，包括

60% 的银行贷款总额是绿色的；70% 的金融产品

是绿色的；80% 的银行员工获得绿色金融认证；100% 

的银行建筑群是绿色认证的;银行是 100％碳中性。

双方就世界首个绿色银行项目 MRCB（马鞍山农商

银行）的新绿色抵押贷款产品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

探讨。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行，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城

科会绿建委海外事务部的工作，同时有利于促进绿

色金融产品工作在我国绿色建筑领域的推进。通过

技术交流，我们深切感受到绿色建筑的发展要打破

行业的边界，真正建立绿色建筑涉及的信息、人才、

专业技术、投融资共享。建议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在

条件成熟时成立绿色建筑金融学组，为绿建委的全

面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中国城科会绿建委规划设计学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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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两岸四地绿建筑交流，推动绿色建筑迈向质量时代 

 

惠风和畅，草长莺飞。在2018 年4 月1 - 4

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

暨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召开之际，中国绿色建筑

与节能（香港）委员会在组织参加大会活动的同

时，开展了一系列专业活动，推广绿色建筑。 

    2018 届GBL Manager 香港台湾培训 

由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主办

的2018 届 GBL Manager 香港台湾培训于2018 年4 

月1 日在珠海成功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绿建专家共

同参与。获得 GBL Manager （绿标经理）证书的

学员能够在香港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申报中获

得加分，是成为GBL 香港评审专家的先决条件，同

时也是申请香港绿委会认可的评审顾问公司

（Authorized GBL Consultant）的必备条件。吸

引了港澳台地区绿建行业人士及青年学生勇跃报

名参加。长期以来，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

委员会积极培养绿色建筑人才，让青年学生了解绿

色建筑相关领域的知识，理解绿色建筑现行的政策

与实施，展望未来绿色建筑创新的发展方向。 

计划单列市及港澳台地区绿色建筑联盟—C8 

畅想论坛和第三届两岸四地绿色建筑发展与政策

论坛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计划单

列市及港澳台地区绿色建筑联盟—C8 畅想”论坛

和第三届两岸四地绿色建筑发展与政策论坛，分别

于4 月3 日上午和下午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论坛分别以“探讨与展望绿色建筑产业未来发展，

分享联盟地区绿色建筑亮点及示范案例”和“高密

度人居环境的发展-健康、智能与生态”主题，交

流各地区的绿色建筑发展经验和相关技术，探讨海

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绿色建筑行业的发展前景，为地

区发展提供经验交流与合作共赢的广阔平台，同时

为大中华地区储备未来绿色建筑领域的青年人才。 

参展“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城市住宅研究中心联合中

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在“新技术新产

品博览会”上共同设立了「两岸四地绿色建筑发展

及政策论坛联合展览」，主要展示了香港中文大学

课程学生的海外交流学习、认证课程、绿建筑科普

教育推广以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建筑节能、绿

建筑、健康建筑、智慧建筑等最新技术成果与产品

应用实例，吸引众多绿建筑领域专家学者共聚盛会。 

参访珠海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和珠海万

科城市中心 

4 月4 日，港澳台代表团先后参访了珠海兴业

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和珠海万科城市中心（地块一

商品房区）。珠海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获得美

国LEED铂金级认证，是珠海乃至华南地区的第一个

LEED BD+C：NC 铂金级认证项目；珠海万科城市中

心则是2015 年绿色建筑国家标准修订后珠海市第

一个绿色三星建筑，树立了绿色建筑的新标杆。参

访过程中，兴业研发专家向代表团展示了在绿色建

筑新型玻璃研发上取得的斐然的成绩。万科绿建工

程师介绍了万科城在绿色建筑上所做的努力，尤其

是在装配式内装，万科形成了一套完整装配式内装

的建筑体系。 

通过本次参访交流活动，港澳台代表团及学生

亲身了解内地优秀绿色建筑案例，接触绿色建筑行

业的专家学者及专业人士，分享交流了海峡两岸绿

色建筑领域的实务经验，同时更推动了海峡两岸进

一步探讨绿色建筑在热带与亚热带域的挑战与未

来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稿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