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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携手并进，共促发展——深港两地绿色建筑业界共同书写“春天的故事” 

 

回首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香港融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风雷激荡里坚守初心，

勇毅笃行中写就华章，深圳与香港一衣带水，在贸

易、物流、创新、文化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中的交

流合作越发深度。与此同时，深圳与香港绿色建筑

行业一直以来保持着密切联系，携手并进，共促发

展。协会摘选了部分深港绿色建筑业界交流合作的

“光阴故事”与大家一同回顾，我们相信，在未来

深港两地绿色建筑业界将共同书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为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中国绿色校园论坛 

2015 年 6 月 19 日，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

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

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校园学组、中国绿色

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

（澳门）协会、香港城市大学合作主办，深圳市绿

色建筑协会参与协办的“中国绿色校园论坛”，在

香港城市大学一号学术楼召开，协会组织深圳代表

团参加会议。 

绿色建筑沙龙 

2016 年 5 月 27 日，由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主

办，必爱风有限公司承办，香港零碳天地、吕元祥

建筑师事务所、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

会协办的“高密度城市零碳建筑的可行性规划与发

展前景”绿色建筑行业考察及沙龙活动在香港成功

举办，协会会员单位代表及香港绿色建筑行业人士

参加了本次沙龙活动。 

海峡两岸四地绿色建筑技术发展论坛 

2016 年 12 月 11-12 日，由中国绿色建筑与节

能（香港）委员会与中国城市住宅研究中心共同主

办、台湾大学土木及地质香港校友会协办的“海峡

两岸四地绿色建筑技术发展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

举办。协会组织会员代表参加会议，王向昱秘书长

在会上分享深圳绿色建筑政策及技术发展情况。 

2017香港可持续建筑环境全球会议 

2017 年 6 月 5 日，2017 可持续建筑环境全球

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盛大开幕，大会特邀时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博士出任主礼嘉宾，汇聚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800 余名政企精英。在深圳市住

房和建设局的指导下，作为本次会议的协办方，深

圳市绿色建筑协会、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组织了百余位深圳代表参与此次盛会，

并于大会期间举办以“点绿成金的探索——中国城

市化进程的绿色实践”为主题的深圳分论坛。 

第八届热带、亚热带（夏热冬暖）地区绿色建

筑技术国际论坛 

2018 年 11 月 16-18 日，第八届热带、亚热带

（夏热冬暖）地区绿色建筑技术国际论坛暨第九届

两岸四地绿色建筑技术发展论坛在香港科学园成

功举行。大会以“绿色建筑与绿色社区作为构建热

带及亚热带地区可持续和韧性人居环境的手段”为

主题，先后组织了 10场主题演讲和 80多场精彩的

分论坛演讲，吸引了 3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

台地区以及热带、亚热带国家的专家学者、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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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及青少年参加。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作为大会

协办单位之一，组织代表赴香港参加会议。 

深港澳青年建设者之夜联谊会 

2019 年 4 月 2 日，以“绿色湾区 青年力量”

为主题的深港澳青年建设者之夜联谊会在深圳前

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行，来自深港澳三地的青年建

设者代表 70余人共话友谊，分享奋斗经验。 

绿色建筑产业发展论坛香港分论坛 

2019 年 4 月 2 日，以“绿色湾区•携手共建”

为主题的绿色建筑产业发展论坛香港分论坛在香

港科学园开讲。这是深圳以第十五届绿博会为平台，

借助与香港、澳门地理位置毗邻优势，举绿建行业

之力，首次采取分会场形式办会。论坛由深圳市绿

色建筑协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

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澳门）协会、中国城市住宅

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深港澳三地绿色建筑及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人士和青年学子共计 150余

人参加活动。 

粤港澳绿色建筑产业联盟筹备工作启动暨《绿

色发展·深圳倡议》发布仪式 

2019年 4月 4日，“粤港澳绿色建筑产业联盟

筹备工作启动暨《绿色发展·深圳倡议》发布仪式”

在第十五届绿博会“绿色湾区·健康人居——绿色

建筑产业发展论坛”上隆重举行。来自粵港澳大湾

区 9+2 城市的 20 余位行业组织和企业代表走上舞

台，共同启动“粤港澳绿色建筑产业联盟”的筹备

工作，携手向行业发出倡议。 

《深港澳绿色建筑人才联合培养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 

2019 年 4 月 4 日，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

中建科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宏；中国绿

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邹经宇；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澳门）

协会理事长李加行签署《深港澳绿色建筑人才联合

培养战略合作协议》。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十周年庆典晚会 

2019 年 11 月 27 日，协会王宏会长、王向昱

秘书长赴港参加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十周年庆典晚

会，并在香港礼宾府与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及相关职能局局长、世界绿建委主席 Lisa、香港绿

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孝威等嘉宾合影留念。 

2019建造创新博览会 

2019 年 12 月 18 日，2019 建造创新博览会在

香港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及

有关单位的指导、组织下，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与

其他同行业协会，积极发动会员企业代表，组织数

十人的代表团赴港参会、观展。 

2020 年深港绿色建筑适用产品与技术“云上”

交流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为进一步加强深港绿色建

筑行业交流合作，搭建深港两地企业及行业的交流

平台，促进深港绿色建筑产业融合发展，深圳市绿

色建筑协会联合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香港）委员

会共同主办主题为“促进深港交流合作，助推湾区

融合发展”的 2020 年深港绿色建筑适用产品与技

术“云上”交流会，深港两地近百人参与学习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建筑产业联盟成立仪式 

2020 年 8 月 27 日下午，“粤港澳大湾区绿色

建筑产业联盟成立仪式”在第十六届国际绿色建筑

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夏热冬暖

地区绿色建筑技术论坛”上隆重举行。联盟坚持创

新、合作、发展、共赢的工作原则，通过搭建信息

交流、技术支撑、资源对接、宣传推广等平台，实

现协同发展，为建设绿色湾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香港迈向净零国际会议 

2021年 11月 23日，协会会长王宏接受香港绿

色建筑议会邀请，线上参加“香港迈向净零国际会

议”并作题为“深耕绿色，零碳未来，我们在行动”

的主旨分享。 

第一届全国建筑绿色低碳发展论坛 

2021 年 12 月 3 日，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与深

圳市绿色建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建筑绿

色低碳发展论坛在深圳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

“绿色湾区，零碳未来”，国内知名专家、院士、

学者等围绕主题进行了精彩分享。论坛特别邀请香

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孝威、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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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协会理事长李加行以视频形式就“香港

绿建实现双碳目标路径”“澳门绿色低碳现况与展

望”主题向与会代表分享了香港澳门绿色低碳和绿

色建筑发展的经验，为内地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提

供借鉴。 

东方风又来，南海潮再涌。如今，深圳经济特

区“四十而立”，正全方位启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

标上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路径，香港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顺时代浪潮，

深港两地绿色建筑行业必将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上协同发展、共创辉煌！愿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来源: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业内信息

 

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

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城镇新建建筑将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30%

以上，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全部达到一星级以上。2030 年前，城乡建设领域

碳排放达到峰值。城乡建设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取得

积极进展，“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基

本扭转。城乡建设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随着

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城乡建设领

域碳排放量及其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比例均将进

一步提高。 

《方案》提到，开展绿色低碳社区建设。按照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试行）》配建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和公共活动空间，到 203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完

整居住社区覆盖率提高到 60%以上。通过步行和骑

行网络串联若干个居住社区，构建 15分钟生活圈。

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实施 30 年以上老旧供热

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加强供热管网保温材料更换，

推进供热场站、管网智能化改造，到 2030 年城市

供热管网热损失比 2020年下降 5个百分点。 

《方案》还提出，优化城市建设用能结构。推

进建筑太阳能光伏一体化建设，到 2025 年新建公

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

50%。推进绿色低碳建造。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推广钢结构住宅，到 2030 年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

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40%。 

来源:人民日报 

 

我国新建建筑“绿色化”已超 90%

 

从绿色建筑到绿色建材，再到大力发展绿色建

造方式，目前我国已全面实现新建建筑节能，特别

是绿色建筑发展迅速、成效显著。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

年，我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经

超过 90%，全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已经由 2012年的

400 万平方米增长至 2021年的 20亿平方米。 

在深圳，绿色建筑的建设规模和建设密度一直

位居全国前列。从 7月 1日开始，深圳新建民用建

筑和工业建筑要百分之百实现“绿色化”，目前已

有 1500 多个项目获得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像这

栋全球首个“光储直柔”建筑就能将屋顶太阳能

光伏发电装置产生的电能储存起来并实现柔性使

用，运行一年来，已经实现节电超 10万度。 

目前，借助“光储直柔”“浅层地热能”等先

进技术，绿色建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国城镇新

建建筑已经全部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全面实现新

建建筑节能。与此同时，全国有约 4000 个产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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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绿色建材评价认证证书，逐渐实现规模化应用，

装配式建筑更是日益普及。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

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超过 25%，装

配式建筑建设面积累计达到 24亿平方米。 

来源:央视网 

 

北京已建成绿色建筑 1.66 亿平方米 

 

日前，北京市政协人资环建委赴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东航大兴机场基地开展建筑领域减污降碳专

题调研。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在向委员们介绍情况

时表示，北京已建成绿色建筑 1.66亿平方米。 

委员们参观了大兴国际机场大厅，东航基地。

大兴国际机场采用了创新型能源整体解决方案，通

过光伏发电、地源热泵等多种形式实现全场自身产

生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比例 15%以上。以景观湖和

蓄滞洪区作为浅层地源热泵集中埋管区，实现浅层

地源热泵与集中锅炉房、锅炉余热回收系统、常规

电制冷、冰蓄冷等的有机结合，可满足周边 257万

平方米建筑的供暖制冷需求，是全球最大的浅层地

源热泵集中供能项目。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是中国

第一个获得节能建筑三 A级认证的建筑，也是目前

单体面积最大的三星级建筑，航站楼屋面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其中 6万平方米为天窗，在中央区域阳

光可照射到全部楼层，在四层出发层白天不用开灯

也可达到舒适的采光效果。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向委员们介绍了北京市

民用建筑节能减碳工作情况。截至 2021 年底，北

京市城镇民用建筑总面积约 99656 万平方米，未来

较长时期城镇民用建筑总面积仍将刚性增长。2021

年全市民用建筑能耗 4214 万吨标煤，约占全社会

总能耗的 50%以上。 

北京市积极推进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北京

新航城、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延庆世园会

等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截至

2021 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 1.66 亿平

方米，通过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共 858项，绿色建筑

发展在全国居于前列。此外北京市还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2017 年至 2021 年底全市新建装配式建筑

面积累计达到 7400 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比例达到 40.12%，装配式建筑发展在全国处于

领先水平。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加强既有建筑绿色化

改造，完成改造的项目 123个，改造面积 997万平

方米，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公共建筑能效提升、节

能减碳工作，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利用市级财政

资金补贴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 5.824亿千瓦

时，利用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建设地热及热泵

系统供热面积 728万平方米。 

市政协委员们调研后表示，电力在北京市民用

建筑碳排放的占比最高，绿色电力应用占比总体上

决定了建筑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应采取措施大幅

提升绿色电力比例。供热系统重构势在必行，应提

升供热服务企业管理水平，优化热力系统，推广新

能源、可再生能源供热应用，全面实施供热计量收

费，推广供热计量和末端智能化控制，做到精准供

热，通过差别化财政补贴和燃气阶梯价格，淘汰能

耗高、水平差的供热服务企业。要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在新型节能低碳一体化建筑设计与建造技术、

低碳环保建筑材料等方面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技术

攻关，全面提升全产业链创新能力。 

委员们还建议，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推动超低能

耗建筑推广，如在用地环节将超低能耗建筑纳入

“最低建设标准”，对于政府投资的学校、养老院、

幼儿园等建设项目全面实施超低能耗建筑，制定

“十四五”时期本市超低能耗奖励政策，对于社会

资本自愿实施的项目给予奖励，适时将超低能耗建

筑推荐性设计标准提升为强制性设计标准。 

 

来源:京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