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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上海与未来建筑 

——2019 上海绿色建筑国际论坛在沪举行 

6 月 25 日，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上海绿色

建筑国际论坛”在沪召开。该论坛由上海市绿色建

筑协会自 2015 年起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为绿色建

筑行业搭建了高端、专业的交流平台，在业内和社

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本次论坛围绕“绿色上

海与未来建筑”的主题，聚焦绿色建筑发展新态势，

畅谈对当下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蔡威副主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城市建设环境

保护委员会崔明华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黄融

副秘书长，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黄永

平主任、裴晓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魏敦山院士，江

欢成院士，以及各区相关管理部门领导、业内专家、

协会会员单位参加了此次论坛。 

上海市人民政府黄融副秘书长连续五年参加

了该论坛，他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并指出，未来

的城市管理不能是满足于简单自上而下的“管理”，

而要寓精细管理于精准服务，既要回应市民呼声，

又要时刻把握市民需求，更关注细节，更注重人的

感受，努力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希望相关

单位以更严要求、更高标准在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方面树立标杆，推进“四新”技术的应用，以

实际成效为建设生态、环保、绿色上海做出新的贡

献。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黄永平主

任对论坛的举办和协会开展的相关工作表示肯定。

他指出，为充分发挥绿色建筑集约发展效应，本市

积极推动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深入推进既有建筑绿

色更新改造等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下阶段，希

望行业企业继续参与新建城区建设和既有城区的

改造，将绿色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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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管控落地，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以百姓

的获得感作为最终评价准绳，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

的期待。 

《上海绿色建筑发展报告（2018）》发布 

论坛上，受上海市住建委委托，由上海市绿色

建筑协会编制的《上海绿色建筑发展报告（2018）》

正式发布。该《报告》从政策法规、科研标准、重

点推进、综合成效、产业推广和发展展望等几个方

面，在相关区建委、建筑业主管部门和协会副会长

单位等近 30 家单位的支持下，通过对相关政策梳

理、数据统计分析、发展成效总结等方式，对 2018

年上海绿色建筑发展概况进行了详细的表述。 

根据报告显示，目前上海市基本构建了全过程

的绿色建筑建设监管体系，健全完善了面向设计、

施工和验收阶段的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项目的

推广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绿色建筑项目面积超过

5000 万平方米。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裴晓对《报告》进行了解读，披露了推进

绿色建筑发展的几大创新之举。 

上海市首批绿色生态城区项目亮相 

近几年，上海市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技

术保障、试点创建，在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方面取得

了一定进展。2018 年，上海发布了《关于推进本

市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力争

到“十三五”末，各区、特定地区管委会至少创建

一个绿色生态城区，并在全国率先发布了上海市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指导意见》和《标

准》的发布，标志上海市绿色生态城区工作进入全

面推进阶段。截止，2018 年年底，全市各区、特

定地区管委会完成了绿色生态城区试点区域梳理

储备工作，共上报了 27 个试点区域。 

目前，桃浦智创城、上海新顾城和上海前滩国

际商务区已经顺利通过了上海市绿色生态城区的

审查，成为首批上海市绿色生态城区。这三个城区

中，桃浦智创城是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成功典

型，上海新顾城是未来上海中心城区功能拓展的重

要区域，而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

区，都代表了上海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成果。论坛

上，裴晓副主任为生态城区项目颁发了证书。 

“2018 年度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更新改造评

定”颁奖仪式 

既有建筑绿色更新改造评定，是上海市绿色建

筑协会长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得到了很多会员

单位，包括市区主管部门的认可，连续几年评选出

了很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典型既有改造项目。今年，

经评选宝山区政府机关大院等 4 个项目获得了铂

金奖；瑞安广场商业裙房等 8 个项目获得了金奖；

上海市北苏州路 1040 号等 5 个项目获得了银奖，

项目涉及高校、医院、办公、机关、商场等不同类

型。论坛上，协会对获奖项目进行了表彰。推进既

有建筑绿色更新改造工作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

工程，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百姓福祉，协会将继续

深入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开展相关改造评估研究工

作，进一步提升绿色更新改造实效。 

《上海市绿色建筑运行管理手册》发布 

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指导下，

由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组织编写的《上海市绿色建

筑运行管理手册》以绿色建筑运行质量为导向，使

得绿色建筑设备设施和系统运行管理，在绿色建筑

规划、设计、施工、调试、验收、调适、交付、培

训、运行（调适）、更新和拆除的各个过程阶段，

确保能够实现设计意图和业主使用要求，推进建筑

能效提升和绿⾊建筑发展质量，确保绿色建筑各项

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实现绿色建筑健康、高效、可

持续地运行维护。手册既是对绿色建筑运行管理工

作实践的总结和归纳，也是对现行相关标准、规定

和技术要求的分析和解读，为绿色建筑运行管理人

员、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工程项目经理、规划与设

计人员、建设管理人员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指南。 

国内外专家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此次论坛邀请了上海市静安区委常委、副区长

周海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利特尔（John 

Little）；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

扬；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菲利普.奥

斯特马尔（Philipp Ostermaier）和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建荣等几位专家结合自己在绿

http://www.baidu.com/link?url=UdSYDFZ_Tu_ikDTb2EHZzX6T_ZYFRe_UAX6sZahi6DOGXoRtSh26M3AhZ-iAwDQR
http://www.baidu.com/link?url=UdSYDFZ_Tu_ikDTb2EHZzX6T_ZYFRe_UAX6sZahi6DOGXoRtSh26M3AhZ-iAwD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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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筑领域的成就和经验，与参会人员进行了分享

交流。 

周海鹰副区长以《绿色规划，美丽静安》为主

题，介绍了《静安区单元规划》的发展目标，建立

的生态低碳安全方面的引导管控指标，从绿地规划

和生态城区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静安区未来发展

的具体举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利特尔

（John Little）从空气污染物与交通、能源、气

候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关系，探讨单体建筑与城市空

间之间的联系；唐扬副总经理介绍了“市百一店”

以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有机更新与商业生态的营造

为主要目标，通过一系列被动及主动性技术策略完

成的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造，为周边商圈其他既有

建筑的改造起到了示范作用；来自扎哈·哈迪德建

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菲利普.奥斯特马尔（Philipp 

Ostermaier），以丽泽 SOHO 办公塔楼为案例分享

了可持续性建筑的实践经验；杨建荣副院长针对我

国城市建筑存量提升、健康发展、更新运营的发展

新需求，从绿色建筑的标准、技术、产业和市场的

挑战和机遇方面，提出了绿色建筑未来发展的方

向。 

此次论坛活动还得到了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隧道股份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青岛三利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供稿 ）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建筑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建筑隔热膜标准研讨会 

 

7 月 2 日，为探讨建筑幕墙隔热膜隔热性能及

评估方法，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建筑标准化专业委

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在会长单位广东维美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成功召开建筑隔热膜标准研讨会。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窗膜与涂膜玻

璃专业委员会马卫东主任，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

璃协会、窗膜与涂膜玻璃专业委员会龚勇明专家，

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窗膜与涂膜玻璃专

业委员会专家、世界窗膜协会

（IWFA）技术专家张金伟，东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墙材革新与建

筑节能办公室度微昌副主任，东莞

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广东维美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邓建军董事长，东

莞市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建筑标

准化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东莞市标

准与产业融合促进会曹志勇会长

等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曹志勇副会长在发言中指出，

随着建筑隔热膜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推行绿

色节能建筑的脚步不断加快，制定建筑隔热膜团体

标准有利于规范业内产品的质量，引导行业向健康

的方向发展，下一步应组建建筑隔热膜领域的专家

团队，参与到团标立项以及后续标准审定的工作

中，快速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需求的建筑隔热膜团

体标准，推广应用这种建筑节能的好产品。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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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汉能汉瓦赋能池州绿地城 为生态别墅解锁“造能”模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最新修订的国标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将从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对绿

色建筑涵盖的内容更新丰富，重构了新时代条件下

的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也进一步指明了绿色建

筑是建筑领域未来重要发展方向。 

汉能集团与绿地集团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绿

色生态别墅区项目池州绿地城已于近日正式宣布

启动，其是对最新《标准》实施的迅速响应，为国

内泛类型项目的建设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池州绿地

城是汉能通过以汉瓦为代表的 BIPV 薄膜太阳能系

列产品及光伏建筑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实景呈现，与

地产企业合作在别墅领域首次推出“生态”理念。

薄膜太阳能技术将全面应用于池州绿地城别墅、洋

房及小高层建筑中，实现高效清洁可持续的自主发

电，与自然环境共建统一和谐的宜居新范本。 

建筑建造在对于环境和能源的保护方面的探

索，越来越受到全社会视线聚焦。作为高能耗大型

单元建筑代表，别墅类高端民居产品的能耗问题，

如何与节能减排大方针保持一致，已成为多方瞩目

的行业命题。在“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作为代

表性清洁能源之一的太阳能，在以往的利用中更多

扮演着“热能制造者”角色，在“光热”使用方式

中，因存在能源转换局限性，始终无法实现对光能

价值的最大程度利用和发挥。太阳能正在经历从

“光热”到“光电”的转变。致力于薄膜太阳能技

术研发与产品应用的汉能，正是“光电”领域代表

企业，希望通过自身对于能源的探索与实践，将清

洁的“光电”能源与建筑建造结合形成多样化的建

筑材料，引领“绿色建筑”发展新趋势。 

位于我国安徽省内的池州市是国家森林城市，

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国家生态城市发展战略

关注重点，同时也为该城区内建筑的能源性能提出

了更高标准。在池州绿地城项目中，池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根据《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关于

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实

施意见>部分条款的决定》等有关文件规定，经过

实际调研和综合评价分析后，决定将原有的“光热”

建造方案更改为采用更环保、能源利用性更高的太

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方案，这充分体现出政府政策对

由“光热”到“光电”能源趋势转变的高度认可，

其中汉能汉瓦对于项目能源载体的转变起到了关

键性作用。 

汉能汉瓦是汉能 BIPV 系列产品的典型代表，

其创造性地将柔性薄膜太阳能与高透光玻璃相结

合，是集美观与高效发电机能为一体的新型发电

瓦。汉瓦拥有隔热、保温、防火、防渗水、抗冰雹

等多项优点，适用于文化古建、民居、商业项目等

各类型建筑。池州绿地城项目汉瓦总体铺设面积达

到 4200 平米，覆盖 10 栋洋房、10 栋小高层、60

套联排别墅及 5 栋商业楼，其以薄膜太阳能发电实

现“建筑造能”，减少对外部电力的消耗和依赖，

为构建生态民居建筑带来能源启迪，为建设“绿色

生态城区”带来先进的实现方式。 

在绿色建筑对太阳能利用更为广泛的趋势下，

“建筑造能”无疑是绿色节能建筑发展的一个方

向。汉能集团与绿地集团联手打造的池州绿地城项

目从设计伊始便将薄膜太阳能技术及整体解决方

案融入，其极具前瞻性的“生态”理念不仅为建筑

行业在别墅建筑领域寻找到新的“兴奋点”，也为

国内“绿色建筑”业界创建出“新品类”思维。汉

能 BIPV 系列产品及光伏一体化解决方案将为更多

建筑带来新的“生命力”，助力城市生态和经济和

谐发展。 

（北京汉能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