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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绿色建筑预评价系统正式启用 

 

2022 年 1 月 14 日，由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

产业化协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组织的“重庆市绿

色建筑预评价系统宣贯培训”会议通过腾讯会议组

织召开。来自重庆市建筑行业的各设计单位、咨询

单位、建设单位等 90 余名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参

加了此次宣贯活动，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

协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丁勇秘书长主持了会议。 

会上，丁勇秘书长向与会人员介绍了重庆市

2009 版和 2014 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实施情

况，并对 2020 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编制的目

的进行了说明；阐述了 2020 版标准实施背景下，

为确保项目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建筑的预期目标，完

成绿色建筑预评价的必要性。随后，丁勇秘书长对

绿色建筑预评价的申报流程、办事指南、申报书、

自评估报告、申报资料、预评价报告书等相关材料

进行了讲解和展示。 

为便于预评价工作的开展，重庆市绿色建筑与

建筑产业化协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发了

重庆市绿色建筑性能评价系统，该系统可实现绿色

建筑评价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便于绿色建筑推进

工作的整体把控。在宣贯会议上，工作人员向与会

人员介绍了预评价系统的基本功能以及线上申报

绿色建筑预评价的基本流程，播放了系统操作演示

视频。 

此次宣贯活动的组织，将有利于加强行业从业

人员对绿色建筑预评价的了解，促进绿色建筑预评

价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标志着重庆市绿色建筑预评

价工作的正式启动。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会员风采 

 

不负韶华 再出发丨朗诗控股二十周年年会回顾 

 

韶光流转，盛事如约。1 月 9 日，朗诗控股迎

来了集团二十周年年会，站在第三个十年的新起点，

回顾来时路上的点点滴滴，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以奋斗者的姿态开启“再出发年”。 

南京紫金山是朗诗创立之初攀登的第一座山，

朗诗二十周年年会当天，清晨的紫金山上，登山的

脚步如战鼓，朗诗的小伙伴们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拉开了年会的帷幕。 

当天下午，“朗诗 2021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22

年度工作部署会议”正式召开。来自全球 30 多个

分会场，包括海外的美国、欧洲以及中国香港等地

共 3000 多员工集体参会，全体朗诗人通过这样的

形式凝心聚力，迎接“再出发年”。 

一段《朗诗 20 周年时光志》的回顾视频，以

时间为轴，将朗诗过往二十年来的风雨与辉煌徐徐

展开，掀开年会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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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中，朗诗见证了行业的激荡，时代的变

迁。2001 年 12 月 24 日圣诞夜，朗诗于南京成立；

2002年 10月，首个项目熙园动工；2004年 10月，

首个绿色科技住宅诞生，确立绿色差异化战略；

2006年 8月，走出南京进军长三角；2013年 8月，

地产业务于香港上市……捡起一幕幕的时光碎片，

这是二十载谱写的壮志长歌，也成为了朗诗人稳步

踏向新征程的底气。 

把时钟拨到 2021 年，朗诗迎来了加速发轫的

新篇章：1 月，朗诗美国于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朗

诗第二个上市平台；朗诗绿色生活于 7月登陆港股，

成为第三个上市平台；12 月 24 日，发布升级版的

《企业文化手册》、成立“袍泽基金”、宣布“碳中

和路线图”。在二十年收官之际，朗诗交出了亮眼

的年度答卷，也为朗诗再出发年稳步发展、不断超

越积蓄了强大能量。 

年会现场，各事业部负责人逐一进行了年度工

作总结。面对复杂的形势，朗诗保持了一贯的战略

定力，敬畏市场，坚守奋斗者的姿态，让我们看到

在局势复杂多变的 2021 年，朗诗依然迎难而上，

再开新局。 

随后，董事长田明发表题为《战略升维 再出

发》的演讲。田总分享了朗诗在过往 20 年的风雨

路程，总结了 2021 年各事业部取得的丰硕成果。

同时表明，2022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地产

行业冰河期等新形势，朗诗要打好现金流保卫战；

大力拓展轻资产业务，决胜轻资产，以更加轻盈灵

巧的姿态面对行业的复杂变化。 

最后，田总指出，站在下一个十年的起点，朗

诗要稳步踏入战略升维新阶段，沿着从绿色差异化

到纵向多元化再到 4+N战略升维的既定路线，在新

的十年中砥砺奋进，取得长足发展，成为行业中的

“绿巨人”。 

为了更好地贯彻践行集团战略方向，全面推进

新阶段的发展目标，集团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业务

模式，分别为各事业部制定 2022 年度责任状，协

助各事业部精准发力，圆满达成各项经营指标。 

一程风雨一程歌，我们用充满荣誉感和仪式感

的瞬间，划分朗诗历程的重要节点。在二十周年之

际，集团特别定制了一尊“朗诗绿金宝鼎”用以纪

念。 

朗诗绿金宝鼎形同司母戊鼎，呈方形，四柱足，

平正稳直，鼎身镌刻“百年绿公司”及“朗诗二十

周年”，鼎腹则为传统云雷纹饰，寓意直上青云，

雄伟庄严之际更添凝重感，象征着祝福集团基业稳

固，鼎盛长青的美好寓意。朗诗绿金宝鼎承载朗诗

二十年之厚重积淀，也将一路见证着朗诗继往开来，

从芳华初绽成长为沉稳有定力的百年绿公司。 

朗诗的长期发展，离不开默默耕耘，一同奋斗

的优秀员工，尤其是与朗诗同风雨、共命运，始终

陪伴朗诗成长的忠诚员工。 

年会现场，朗诗司徽也同时揭晓。司徽设计以

朗诗“人字标”为基础，镶嵌着拥有坚强力量的母

贝，四周点缀着象征生命力、胜利和幸运的锆石，

直观体现了朗诗“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司龄满十

年员工更收到了由钻石、孔雀石、18K 金打造的特

别专享款。金色徽章在胸前熠熠生辉，也将成为朗

诗人全新的身份标识。 

优秀的员工是集团的筋骨，是支撑朗诗的重要

力量。年会现场进行了 2021 年度评优评先颁奖仪

式，包括集团优秀个人奖、集团优秀管理者、集团

专项奖、团体奖、长期服务奖等奖项。 

十几年的时光，TA们历经了人生不同阶段的洗

礼，与朗诗共同成长，一路打怪升级，也让坚守和

奋斗在时光中彰显了价值。 

   “再出发年”年会在精彩和展望中圆满落下帷

幕。我们深知，新的时代大幕已缓缓拉开。朗诗站

在第三个十年的新起点上，将坚定不移地高扬理想

主义旗帜，继续保持战略和文化定力，朝着“百年

绿公司”的目标再度出发。 

(来源:朗诗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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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信息 

 

提升建筑能效 助力低碳发展 

 

建筑领域是实施节能降碳的重点行业领域之

一。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

超 66 亿平方米，对减少碳排放贡献突出。提升建

筑能效水平，要加快更新建筑节能、市政基础设施

等标准，提高节能降碳要求，释放建筑领域节能降

碳潜力。 

节能降碳，要抓重点行业。国务院此前印发的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提出，加快更新建筑节能、市政基础设施等

标准，提高节能降碳要求。 

我国建筑总量规模大，要提升建筑领域节能标

准，当前进展如何？接下来应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行业专家。 

绿色建筑实现跨越式增长 

色彩缤纷的铝合金格栅斜向交叉，在夜间的光

影作用下，仿佛飘落的雪花……北京冬奥会冰球训

练场馆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不仅有超高“颜值”，

还实现了超低能耗。“场馆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相

比常规制冷剂能够提升 40%效能，制冰余热回收后，

还可用于热水供应等。不仅如此，

屋面安装的 600 千瓦光伏发电板

能实现年供电约 70万千瓦时。”

参与场馆建设的中建一局五棵松

冰上运动中心项目经理冯延军说。 

近年来，我国建筑节能标准

稳步提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

准定额司司长田国民介绍，自

1986 年颁布第一版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以来，我国建筑节能经历了

“三步走”，即在上世纪 80年代

初普通住宅采暖能耗的基础上，

建筑节能比例逐渐达到 30%、50%、

65%。30余年时间，我国颁布了居

住建筑节能（五类气候区）、公共

建筑节能、农村建筑节能、节能

产品等标准规范，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节能技术体

系和标准体系。 

根据测算，截至 2019 年底，我国新建和完成

节能改造的建筑，每年可实现节能能力近 3亿吨标

准煤，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4亿吨，有效减缓了

建筑能耗总量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我国绿色节能建筑实现跨越式增长。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城镇当年新建绿色建筑占新

建建筑比例达到 77%，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过

66 亿平方米；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 238亿平

方米，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过 63%。

根据《行动方案》，到 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建筑节能对于减少碳排放的贡献突出。尤其

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逐步建立系统完善

的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有助于节能及

绿色发展理念在建筑全领域更有效落地。”田国民

说。 

建筑节能降碳面临一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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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加上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托建筑提供服务

场所的第三产业将快速发展，我国建筑用能强度和

碳排放强度还会有较大幅度增加。未来建筑领域还

将释放巨大的节能降碳潜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挑战和压力也不小。 

例如建筑建设成本上升，面临一定资金压力。

“提升节能标准，意味着要降低窗户传热系数、加

厚保温材料等，成本会有所提升。另外，我国既有

居住建筑存量大，节能改造等工作需要足够的资金

支持。”田国民说，当前政府在推动建筑节能工作

中仍发挥主要作用，合同能源管理、碳交易、综合

能效服务等市场化推动机制尚有待完善，绿色金融

支持也在探索之中。 

同时，技术攻关仍需继续推进。“比如建筑节

能改造的外墙保温材料厚度已经达到 15 厘米至 18

厘米。如果进一步提升节能标准，墙体穿的‘棉袄’

可能要更厚。这样一来，保温层脱落、易燃的风险

也将加大。未来，还要积极研发相同保温效果但更

轻薄、防火性能更良好、使用寿命更长的外保温材

料。”田国民告诉记者。不仅如此，高效节能门窗，

高性能混凝土、高强钢等建材，装配式建筑连接处

防水技术等，都需要依赖更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

提高建筑的能效。 

除此之外，推进建筑节能还面临一些瓶颈：社

会对建筑节能重视程度仍然不高；城乡建设领域

“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粗放式建设

方式有待转型；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在城镇与农村

之间、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适应农村特点的政策、标准、技术及制度有待完善。

《行动方案》提到，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

展，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都要落实绿色低碳要求。 

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410个钢结构构件、197个屋面单元板块、170

个光伏幕墙单元，累计只用了 7个昼夜，建筑面积

达 1063 平方米的国家能源集团光伏建筑一体化中

心墙体就像“搭积木”一样装配好了。 

相比传统现浇方式，装配式建造不仅速度快，

还能有效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排放，并且能

减少扬尘和噪声等环境污染。数据显示，2020 年，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开工装配

式建筑达 6.3亿平方米，较 2019 年增长 50%，占新

建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20.5%。 

除了推广新型建造方式、减少施工现场材料浪

费和能源消耗，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建筑领域节

能降碳？ 

《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科

学确定建设规模，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过快增长。建

设高品质绿色建筑，进一步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水平、

加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加强建筑运行管理。在提

升建筑节能标准方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专业总

工程师徐伟建议，应加快“零碳建筑技术标准”建

设，推动建筑节能工作逐步迈向能耗、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 

此外，还需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例如深化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积极推动严寒、寒冷地区清

洁取暖，提高建筑终端电气化水平等。《行动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

到 8%，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

率力争达到 50%。 

如今，多地推出相应政策鼓励建筑节能：河北

的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对高性能门窗、

专用特种材料等超低能耗建筑专有部品部件生产

企业给予倾斜；黑龙江提出，在土地供应、行业管

理、税费等方面出台实质性优惠政策，引导各地保

障性住房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广东对建设、

购买、运行绿色建筑或者对既有民用建筑进行绿色

化改造的，出台资金支持、容积率奖励、税收优惠

等激励措施…… 

接下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推动各地进一步压实城乡建设绿色发展责任，完善

相关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法规

体系和政策体系，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2022 年 1 月 11 日 第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