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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甘肃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印发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甘肃省“十四五”节

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指出，到 2025 年，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

源消耗比 2020年累积下降 12.5%，“十四五”期间

年均下降 2.6%，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化学

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

减排量分别达到 2.27万吨、0.03万吨、1.84万吨、

0.70万吨。 

全省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方案》提出，加快工业余热在城镇供热中的

规模化应用，因地制宜推行热泵、生物质能、地热

能、太阳能等清洁低碳供暖。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积极推进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建设，推动超低能耗

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探索发展零碳建筑。

加快推进既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持续

推动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道路照明等市政基础

设施节能降碳改造。到 2025 年，全省城镇新建建

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城镇清洁取暖比例和绿

色高效制冷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 

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 

《方案》指出，推动运输工具绿色低碳化，积

极扩大清洁能源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持续提高

城市公交、出租、物流、环卫清扫等车辆使用新能

源汽车的比例。全面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和非道

路移动柴油机械国四排放标准，基本淘汰国三及以

下排放标准汽车。鼓励重型柴油货车更新替代。推

广低耗能运输装备，大力发展智能交通，积极运用

大数据优化运输组织模式。 

有序推进农村清洁取暖 

《方案》明确，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等可再生能源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应用，示

范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具、新型节能电暖炕等

农村节能设施，有序推进农村清洁取暖。推广应用

农用电动车辆、节能环保农机，发展节能农业大棚，

支持建设“光伏+农牧业”项目。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和农药减量控害，

持续开展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尾菜等农业生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率先采购使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方案》提出，全面实施绿色采购制度，率先

使用节能和新能源设备技术。加快公共机构既有建

筑围护结构、供热、制冷、照明等设施设备节能改

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和能源资源节约高效利

用，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等市场

化模式。率先淘汰老旧机动车，率先采购使用节能

和新能源汽车，在有条件的办公区配建充电设备。

逐步推行能耗定额管理，广泛开展节能宣传培训、

低碳产品推广和示范创建活动，营造绿色低碳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良好氛围。 

全省黄河干流水质达到Ⅱ类 

《方案》指出，以兰州等重点城市为主，加强

城市大气环境综合治理，巩固改善全省空气质量。

着力打好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实施深度节水

控水行动，推进马莲河、葫芦河、祖厉河、散渡河

等黄河主要支流综合治理，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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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加强工业、农业、尾矿

库污染治理，持续推进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改造和

配套管网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动城镇污水

处理厂尾水湿地建设，到 2025 年，全省黄河干流

水质达到Ⅱ类。

来源:兰州新闻网 

浙江促进绿色建筑“双碳”创新发展 

 

6月 29日，浙江绿色建筑“双碳”促进会正式

运作，60多位建设、设计、研究、大数据、云计算

机构，建筑施工建材生产企业、检验检测、碳核算

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多学科、多视角、多层

次研究绿色建筑“碳达峰碳中和”，并向全省建设

同行发出绿色建筑“双碳”行动倡议。这标志着浙

江建设行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理论到实践有

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落地开花。 

据介绍，浙江绿色建筑“双碳”促进会旨在深

入研究绿色建筑从规划、设计、建材生产、运输、

建造、运营到拆除可循环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计算、减量和碳智库建立，促进碳交易市场形成，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减少建筑领域能耗和碳排放，促进建筑全产业链碳

闭环，减少建筑全寿命周期碳足迹，提高建筑可再

生能源应用比例，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 

浙江绿色建筑专家段苏明表示，浙江改革创新

干在实处走在前例，率先部署建筑领域“碳达峰碳

中和”，成立联合实验室，校企联姻培树专业人才，

并在“全域美”的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城镇

建设中融入“双碳”。在全面实施绿色建筑中，浙

江绿色建筑“双碳”促进会积极组织“双碳”课

题研究，提供“双碳”交流咨询，建立“双碳”评

价标准，建设“双碳”数智大脑，搭建“双碳”交

易平台。概括起来主要是聚智启思，促进“双碳”

专业研究；定量定性，促进“双碳”科学评价；深

入调研，促进“双碳”协同发展；汇能务实，促进

“双碳”成果落地；高位引领，促进“双碳”精准

导向；搭建平台，促进“双碳”信息交流；绿色生

态，促进“双碳”目标实现。 

今年，浙江绿色建筑“双碳”促进组织将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服务政府、企业、社会意

识，加强队伍建设，扩大行业影响力。通过开展低

碳建筑规划和建筑碳排放计算的战略谋划、政策咨

询、规范标准、方案设计等领域研究，形成系列研

究成果，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研究和工程咨询

服务，制定科学、公平、适宜的实施标准、评价标

准及验收标准；搭建“双碳”服务平台，开展碳足

迹、碳因子、碳核查、碳核算、碳编程、碳标签、

碳交易和“双碳”相关认证、业务知识培训、技术

咨询等社会服务。以绿色建筑评价、绿色建材认证、

低碳建材评价、近零碳建筑评价为基础，进行认证、

评价、检测等服务；根据装配式建筑、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和工业建筑碳排放计算的需求，完善建材

碳排放因子库，解决新型材料碳足迹缺失问题，改

善环境及开发利用固体废弃物、危化废弃物再生产

新型迭代绿色建材的途径，从而解决绿色建材与绿

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间的碳排放逻辑关系；研究制

定关于低碳建筑相关政策、标准；研发低碳建筑新

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为工程

项目提供技术服务，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保

障，当好参谋助手。 

同时，重点进行统计、咨询、培训、评价和交

流，计划编制浙江省新建、既有低碳小区评价技术

导则标准，计划申请装配式建筑碳排放计算、既有

建筑改造和碳排放能效展示等课题，探索节能降碳

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新路径。深入研究《关

于建立浙江省装配式建筑碳足迹库的研究》《浙江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碳效评估和公示的研究》《危固

废循环再利用——生态材料陶瓷空心微珠的应用》

等课题。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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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荣获 2021 年度东莞市 5A级社会组织荣誉 

 

2022 年 6 月 29 日下午，东莞市 2020 及 2021

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总结会议在市社会组

织创新服务基地 4楼多功能厅顺利召开。会议上宣

读了 2020及 2021年度东莞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

果，向在两个年度获得 3A 级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

织颁发了等级牌匾。 

东莞市社会组织党委专职副书记关平，东莞市

社会组织事务中心主任欧广豪，东莞市社会组织事

务中心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刘涛，第三方评估机

构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评估项目负责人周虹以及 43

家优秀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东莞市绿色

建筑协会会长邓建军（广东维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受邀参加本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分享 5A

级社会组织的办会经验。 

第三方评估机构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评估项目

负责人周虹从评估指标设置、参评组织报名情况、

评估流程、评估方式、等级划分、评估结果六个方

面，向参会人员介绍东莞市 2020 及 2021年度社会

组织评估工作总体情况，其中 2021年度获得 3A级

及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共 21 家，其中 5A 级 8

家、4A级 3家、3A级 10家。 

关平副书记向获得 5A 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颁

发证书和牌匾。邓建军会长代表协会上台接受

“2021年度东莞市 5A级社会组织”证书与牌匾。 

邓建军会长介绍道，协会能够被评为 2021 年

度东莞市 5A 级社会组织，离不开社会各界对协会

工作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协会六年以来在党建引

领、会员服务、创新会务、社会推广等方面的精心

耕耘与深入建设： 

党建引领 

始终坚持党建与协会工作相融合，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经中共东莞市社会组织委员会批准成立

中共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支部委员会，在党支部引

领下作为首个地级市，成功举办 2019 年第九届热

带、亚热带（夏热冬暖）地区绿色建筑技术国际论

坛，参会领导、行业大咖逾 700人；每年带领会员

“走出去”，参加新加坡国际绿色建筑大会 2 次，

参加国际绿博会 4次，参加深圳高交会 4次；积极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全体会员举办 13 场

公益活动，大力发扬协会的助人美德，荣获 2020

年“东莞市最美社会组织”称号、东莞市科协“党

建工作优秀科技社团”、2021 年度广东省“四好”

商会等多项荣誉称号。 

会员服务 

始终坚持搭建协会优质平台，开展绿建交流活

动超 400场，组织会员赴各地参与各种论坛，了解

行业前沿资讯，吸收绿建新理念，助力会员全面发

展；为会员提供入库商业信息平台，与对有产品集

采入库需求的单位加强合作，为会员提供直接入库

的便利；通过公开招标，多次承接东莞一星级绿色

建筑设计标识和运行标识评价工作，为会员提供更

精准、细致地评审咨询服务，助推会员企业高质量

发展；承接世界莞商联合会下属的创新与绿色发展

工作委员会工作，旨在收集、整理、宣传各种产业

相关政策，加强会员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引导会员

企业用好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结合科技创新，推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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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绿色发展和东莞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会务 

始终坚持创新协会会务，将协会会员分为四个

小组，设立 8名副会长作为每组组长和副组长，通

过每月走访和拜访会员单位，切实了解会员实际情

况和真实需求，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制定

了一套体系完整和规则明细的《东莞市绿色建筑协

会会员积分制度》，将会员积分与已在市住建局信

用系统备案的企业的信用分相挂钩，在每年年终根

据当年积分排名，评选先进会员，从而有效提高会

员的积极性；每一年，为协会理事级以上的会员单

位主管人在其生日当天送上专属祝福与定制小礼

物，让会员倍感温馨和惊喜。 

社会推广 

始终坚持发扬推广社会效益，运营的东莞市绿

色建筑技术产品展示中心，是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

第一批东莞市社会组织品牌展示点，目前已接待

400 多批次，超 7000人参观，旨在为东莞市搭建绿

色建筑发展理念、知识和技术研究、展示、交流的

平台，并成为东莞市绿色建筑发展对外展示窗口，

逐渐成为东莞市绿色建设、绿色发展的名片之一；

连续四年举办或协办东莞市绿色建筑设计大赛，比

赛成为业内备受关注、影响深远的品牌赛事，有助

于推广协会和会员的知名度；近一年设立“东莞绿

协带你逛名企业”的视频栏目，有效提升会员的知

名度和曝光率，扩大协会的社会影响力；协会与 17

家商协会结为友好协会，共享资源，共同发展，与

其他商协会进行交流活动共计 11次。 

继被省市工商联评定为“四好”商会后，协会

被东莞市民政局评定为 5A 级社会组织，这不仅是

社会各界对协会工作的肯定，也是协会继续开拓、

创新开展各项工作，不断前行的动力。协会将珍惜

荣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竭诚为会员做好服务，

优化管理，搭建更大平台；充分发挥东莞市绿色建

筑协会的作用，为东莞市立足“双万”新起点的品

质都市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来源: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 

国际交流

 

丹麦 Hesselø 海上风力电场将南移 

 

2022 年 6 月 25 日，丹麦政府与丹麦社会自由

党在内的数个党派达成共识，决定将 Hesselø 海上

风力电场由原来规划的位置南移。在相关协议签署

以前，丹麦科威公司（COWI）对该区域进行了精细

地勘察和测算，并与今年 5 月 11 日发布了相关信

息，通过评估，认为该风力电场原规划位置的南边

区域海床更适合风力电场建设，位置更佳。 

随着新位置的确定，Hesselø 海上风力电场有

望于 2028年开始为丹麦家庭供电，并将于 2029年

满负荷运转。Hesselø 海上风力电场是第二个被批

准的海上风力电场，在丹麦《2020 年能源和工业气

候协议中》，决定提前该风力电场的招标和建设工

作。Hesselø 海上风力电场位于卡特加特海峡，丹

麦西兰岛以北，建成后该电场的装机容量将达到

800-1200 兆瓦。其中 1000 兆瓦并入电网用于居民

和生产用电，200兆瓦作为将来可优化的预备容量。 

  

(信息来源：丹麦能源署，由本会秘书处翻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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