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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第九届热带、亚热带(夏热冬暖)地区绿色建筑技术论坛成功举办

12 月 3-4 日，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

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与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主办，

世界莞商联合会创新与绿色发展工作委员会承办

的主题为“绿色产业助力湾区建设”第九届热带、

亚热带（夏热冬暖）地区绿色建筑技术论坛在东莞

成功举办。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特邀顾问、中国城市科学

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有为，新

加坡建设局副局长、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前主席戴

礼翔，印尼绿色建筑协会主席 Iwan Prijanto 伊

万·普利赞多，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会董事黄念

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国家教育部学校规划

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邬国强，东莞市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蒋小莺，广东省住建厅科技信息处处长

廖江陵，东莞市住建局局长何绍田，东莞市绿色建

筑协会荣誉顾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

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叶青，东莞世界莞商联合会

会长，东莞民营投资集团董事长、总裁尹洪卫，东

莞市绿色建筑协会荣誉会长、东莞世界莞商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为国，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

（澳门）协会董事长卓重贤，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会长王宏，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邓建军等来自

世界各地的绿色建筑行业专家、市领导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外商、台商以及莞商代表共 700多人出席

了论坛。 

“热带、亚热带地区绿色建筑技术论坛”是由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和新加

坡绿色建筑协会共同创建的推动热带、亚热带地区

绿色建筑发展的技术研讨交流平台，每年举办一次

研讨交流活动。2010 年联盟在广东深圳举办了首

届热带、亚热带地区绿色建筑技术论坛，此后又分

别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福建福州、广西南宁、

广东广州及澳门和香港特区成功举办年度绿色建

筑技术论坛。本次论坛是首次由地级市城市举办，

来自世界各地的绿建行业大咖齐聚东莞，与东莞建

设行业相关技术人员、台商、外商和莞商共同探讨

“绿色产业助力湾区建设”专题。 

论坛安排王有为主任、戴礼翔副局长、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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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堂院士、蒋小莺副主席、廖江陵处长、何绍

田局长、尹洪卫荣誉会长、黄为国荣誉会长、

许为豪副主席及邓建军会长共同为本论坛开幕

进行了启动仪式。 

本次论坛以“绿建产业助力湾区建设”为

主题，在主论坛上，各位专家大咖围绕主题，

在绿色企业、绿色智慧校园规划和建设、气候

变化与绿色碳排放、台湾既有建筑能源标示系

统、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设等方面作精彩演讲。 

活动还设了两个分论坛，围绕“大湾区绿

色建设与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以及“发展绿色

建筑产业，促进绿色城市建设”两个专题与参

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3日晚，本次论坛在东莞康帝酒店举行晚宴，

宴会中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作为第九届热带、

亚热带（夏热冬暖）地区绿色建筑技术论坛主

办方，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

专业委员会王有为主任的见证下，东莞市绿色

建筑协会会长邓建军将联盟旗帜交给印度尼西

亚绿色建筑协会主席伊万•普利赞多，并祝福将

在印尼举办的第十届绿建技术论坛成功举办。

(摘自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 协会动态)

“走向净零”亚洲（中国）论坛在杭州顺利举行 

2019 年 11 月 13 日，由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

主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

员会、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行业协会共同

协办的“走向净零”亚洲（中国）论坛在杭州成功

举办。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

标准处副处长常卫华、世界绿建委亚太地区负责人

张艾伦（Allan Teo）先生、世界绿建委“走向净零”

项目总监维多利亚·布罗斯（Victoria Burrows）女

士、杭州市建委巡视员吴建忠、杭州市建委科技与

信息化建设处副处长宋碧芸、杭州市经信局绿色制

造处处长刘元永和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世

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崔新明等领导专家参加

了本次活动。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浙江

省内各地市部门建设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城投公

司、新能源企业、设计科研院校及绿城、万科、融

信等绿色地产商共计近 40 家单位，50 余人参加了

本次活动。 

论坛活动首先由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

化行业协会秘书长朱鸿寅致欢迎辞，常卫华处长、

吴建忠巡视员做了重要讲话。主题论坛精彩纷呈，

世界绿建委亚太地区负责人张艾伦先生为大家介

绍了《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组织机构和背景》；接

着世界绿建委专家维多利亚·布罗斯给大家带来了

《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低碳化愿景》、《打造净零碳

建筑—减少建筑材料和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及打

造净零碳建筑难点剖析及案例、未来发展计划等系

列主题分享；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裁陆

川分享了《浙江省低（零）碳建筑智慧能源应用实

践》的报告；来自北京的国检集团认证评价中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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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闫浩春和大家探讨了《绿色建材助推建筑近

零排放》的主题；加拿大林业创新投资中国代表处

经理张娟分享了《木结构技术助力建筑全寿命期低

碳排放》的实践。 

论坛期间，专家们从净零工作的目标推进与实

施途径，从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和低

碳建筑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为与会的各届代表分

享了一道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零碳大餐”。本

次论坛是浙江省绿建协会首次探索组织的公益性

小型高端国际技术交流，希望能为绿色低碳建设的

推进抛砖引玉。

(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行业协会 供稿)

地方简讯 

2019 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成功召开 

12 月 5 日，为期 2 天的“2019 年可持续建筑

环境深圳地区会议（SBE19 Shenzhen）”在深圳大

学开幕。SBE 组委会主席 Nils  Larsson、世界绿色

建筑委员会主席 Lisa  Bate 等 70余位国内外专家、

院士、学者、行业精英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指导，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与深圳市

建设科技促进中心主办，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深圳

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学承办。

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综合论坛、分论坛及绿色

建筑项目考察等环节，共设 5 个会场、15 场分论

坛、20 多个主题。 

会议主要围绕 “生态城市社区的政策框架与

评价体系、高密度城市的微气候与生态环境、面向

社会参与和遗产保护的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和物联

网助力可持续城市、可持续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

技术创新、生活行为改变对城市可持续性的影响”

六个方面，以及城市垃圾处理、绿色建筑技术、健

康和福祉、可持续社区、生态地下空间、绿色施工

方法、生态建筑材料、有机废弃物、韧性城市、城

市水环境、气候适应能力、社会包

容性等行业热点专题，交流国内外

最新科技成果、发展趋势、成功案

例，探索从绿色建筑走向生态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彪表

示，建设生态城市，是满足人民对

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更是

城市建设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

任。城市建设要坚持尊重自然、绿色低碳等理念，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

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深圳，是中国最早推动绿色建筑的城市之一，

也是最早探索生态城市建设的城市之一。多年来，

深圳率先推行绿色建筑标准，持续提升大气质量，

“见缝插绿”，打造“千园之城”“森林城市”，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取得的成

绩可圈可点。当前，深圳正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典范，力争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

力、示范力卓著的全球生态标杆城市。陈彪表示，

深圳将学习吸收本次会议成果，加强可持续建筑环

境领域国际合作，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提供中国经验。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宏指出，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

想。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深圳

市住建局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产业，推动

绿色宜居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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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全球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

生态城市建设是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宏表示，展望未来，深圳将抢抓粤港澳大湾区等

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第一，

从设计到运营，不断推动绿色建筑从数量向质量升

级；第二，从绿色建筑到绿色生态城市，不断丰富

绿色生态园区的内涵和外延；第三，从新建绿色建

筑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建筑节

能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伟大事业。从绿色建筑走向生态城市任重道远。深

圳市绿色建筑协会愿与国内外同仁一道，共享机

遇、共迎挑战，共同谱写可持续建筑环境发展新篇

章。 

据了解，“可持续建筑环境(SBE)会议系列”被

视为现今可持续建筑及建造业界中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盛会，由可持续建筑环境国际倡议组织、国际

建筑研究与创新理事会、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于 2000 年开始举办，

每三年在全球甄选一个城市举行（2000 马斯特里

赫特、2002 奥斯陆、2005 东京、2008 墨尔本、2011

赫尔辛基、2014 巴塞罗那、2017 香港），举办权

竞争激烈。该会议三年为一个周期，首年为策划、

次年为地区会议、第三年为全球会议。 

2019 地区会议在深圳、布鲁塞尔、首尔、东

京、米兰、悉尼等全球十余个城市举办。深圳将向

全球展示深圳乃至中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经验和探索，为深圳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市文明高质

量发展，积极推动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贡

献力量。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供稿)

 

“绿色建筑浙江行”金华站暨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培训活动顺利举办

2019 年 11 月 7 日,“绿色建筑浙江行”金华站

暨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培训活动在金华市举行。

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贾润

根，建设局科技处李志余处长，王会新副处长，建

筑业处汤基明处长，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

行业协会秘书长朱鸿寅，金华市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会长陈将生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全市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施工图审

查机构、建筑设计企业、房屋建筑施工企业、建设

工程监理企业、相关院校等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活

动。贾润根总工和朱鸿寅秘书长在培训开班仪式上

致辞。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协

会、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金华市勘察设计咨

询协会、金华市建筑业行业协会联合主办。活动邀

请了省内外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方面权威专家

到金华授课。他们有：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宇宏、副总工程师王建民，浙江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李志飚，浙江大学竺

可桢学院常务副院长葛坚教授，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韩继红,共 5 位

专家进行授课。讲课内容重点围绕新国标《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和新省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这次专家团队均为两本新标准的主要主编人员，各

位专家针对两本新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与会者进行

了详细介绍与分析。 

本次“绿色建筑浙江行”金华站活动是浙江省

绿建协 2015 年策划发起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加

强金华市建筑业从业和专业技术人员对新政策标

准的学习，对提高理论认识和技术应用水平，践行

新时代高质量要求，更好地推动金华市绿色建筑与

建筑工业化工作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活动普

遍受到金华地区各市区县建设部门及从业企业的

欢迎和好评。   

(浙江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行业协会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