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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建造体系民居环境物理性能提升集成技术研发示范工程动工实施 

 

竹木建造体系民居环境物理性能提升集成技

术研发示范工程武隆改造项目日前正式动工实施。

项目着眼于解决传统村寨室内环境舒适度差、房屋

热工性能差、资源能源应用不充分等问题，积极响

应了国家《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中提出

的“推进绿色低碳农房建设”的要求，研究充分实

现了就地取材，实现了木结构、太阳能、雨水等资

源能源综合利用。 

该示范工程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集成应用了

复合式墙体隔热保温技术、屋面隔热保温与雨水循

环综合作用技术、楼板隔声隔热综合技术、自然通

风与采光优化技术，有效解决传统村寨木结构建筑

中的热环境、声环境、光环境质量提升问题；针对

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示范工程还针对村寨资源能

源特性，综合利用了太阳能光热热水系统、太阳能

光伏供电系统、雨水循环降温技术，实现了村寨建

筑中的低碳技术在环境改善中的综合应用。 

示范工程由重庆大学课题组负责，重庆涵晖园

林木业公司、加拿大木业协会上海代表处、重庆赛

迪益农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群创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广州孚达保温隔热材料有限公司、重庆尚林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完成，示范工程

建成后，将对高效、低碳、高性能提升村寨建筑提

供可借鉴、可复制、可实施的技术路径。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中建八局东北公司绿色科技分公司成立揭牌 

 

 

7月 17日，中建八局东北公司绿色科技分公司

在大连举行揭牌仪式。中建八局东北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张学奇、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宫立宝，

副总经理李鹏飞，纪委书记谢彬，副总经理周升哲，

总会计师张庆铎，副总经济师蒋海波参加仪式。大

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徐梦鸿作为特

邀嘉宾出席仪式并致辞。中建八局东北公司副总经

理刘桂新主持仪式，东北公司总工程师周光毅宣读

物资公司更名决定。 

仪式上，张学奇总经理和徐梦鸿会长共同为绿

色科技分公司揭牌，标志着绿色科技分公司实体化

运营迈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 

张学奇总经理在致辞中指出，物资公司更名为

绿色科技分公司后，一要在绿色科技发展规划方面

理清思路、建立健全管理体系；二要在绿色建造、

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产品制造推广和高附加值产

品服务方向攻坚克难；三要聚焦绿色低碳、科技创

新，全力推进绿色产业园建设，与大连市绿色建筑

行业协会携手奋进，共绘高质量发展蓝图，助推大

连三年挺进“万亿 GDP城市”，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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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徐梦鸿会长在致辞中表示，成立绿色科技分公

司，是中建八局东北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

标和科技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新形势下企业转

型升级的内在需求，将助力大连市推进建筑节能，

加快绿色建筑发展的步伐。希望绿色科技分公司在

标准引领，专业技术不断突现之时，大步迈向高新

技术企业。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将全力支持中

建八局东北公司在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科技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引领区域发展，共同携手努力

打造绿色低碳建筑，共建美丽智慧大连。 

 中建八局东北公司党委工作部、企划部、人

力部、物资部，以及大连分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

装饰分公司和绿色科技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揭

牌仪式。 

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 供稿 

 

业内信息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隆重召开 

 

 

7月 23日，在祥和、欢快、激扬、奋进的氛围

中，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

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热烈举行。此次会

议的主题是“构建双碳标准体系，推进绿色低碳转

型”。 

会上，伴随着庄严、欢快的乐曲，协会副理事

长、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总裁孙英，代表协会宣读了

《关于成立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碳达峰碳中

和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聘请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专家委员

会首席专家的决定》两个文件。《决定》指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做出的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决策部

署，加强协会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统筹规划和协

调管理，协同推进协会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修订工

作，建立完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经研究，决

定成立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碳达峰碳中和标

准化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双碳”专家委员会）。 

“双碳”专家委员会作为聚智、聚才、聚资源

的公益性、开放性专家支撑机构，汇聚了工程建设

领域顶尖科学家、知名专家、优秀青年工作者。聘

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黄卫，原建

设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国务

院参事、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车书剑，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原主席张晓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徐

建、江亿、崔愷，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伟，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徐伟、郁银泉担任首席专家。

孙英、许杰峰任第一届“双碳”专家委员会名誉主

任委员，李铮任主任委员，王国华、王清勤、刘志

鸿、杨仕超、张辰、张劲泉、张宇、罗桑、娄宇、

徐升桥、曾滨、管志杰任副主任委员，张弛任秘书

长，王峰、许远超、沈毅、罗文斌、赵力、倪光斌、

褚波、霍咚梅任副秘书长，丁勇等 74 人为专家委

员，丁可等 36人为青年委员。他们都是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冶金工程、电子工程等

相关领域及行业的技术和标准专家，在各自领域内

有着深厚的学术、技术、管理造诣和广泛的社会影

响，借助专家委员会平台必将为推动“双碳”标准

化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贡献智慧。 

会上，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在协会理事长

王俊的陪同下， 为“双碳”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

代表、荣誉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颁发聘书。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王玮，在协会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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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兼秘书长张志新陪同下，为“双碳”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颁发聘书。宋春华、

车书剑、王玮、王俊、孙英、李铮共同为“双碳”

专家委员会成立揭牌。 

“双碳”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杰峰，代表“双碳”

专家委员会致辞。他表示，协会成立“双碳”专家

委员会，是工程建设领域落实“双碳”战略的一大

盛事，也是协会搭建行业标准化交流合作平台的又

一瞩目成果。“双碳”专家委员会要立足国家“双

碳”目标，积极推动“双碳”标准化技术和产业创

新发展，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打造

“双碳”产业的智囊团、技术中坚以及标准体系建

设的主力军。针对“双碳”专家委员会未来工作，

许杰峰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立足“双碳”战略目

标，支撑“双碳”顶层设计，为建筑业“双碳”转

型的规划部署、管理机制建设、技术政策制定提供

标准化工作支撑。二是立足“双碳”实施路径，完

善提升“双碳”技术标准体系，特别是聚焦建筑能

耗、碳足迹等关键技术标准及配套管理标准，打造

覆盖“规划—建设—评价—运行”全过程，以及“产

品—技术—管理”全领域的“双碳”标准体系。三

是立足“双碳”市场，赋能“双碳”产业发展，健

全建筑碳市场相关标准，研究建筑领域碳排放交易

相关标准，完善建筑领域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标准，

推动实现工程建设领域“普及化、市场化、产业化”

的“双碳”目标。 

原建设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级国务院稽查特派

员、国务院参事、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车书剑代

表首席专家讲话。他深情回忆了十多年前应邀参加

第四届世界环保大会的情景，大会提出的“世界需

要发展低碳经济”的号召和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他在讲话中指出，实现全球低碳节能、绿色

发展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我国为实

现“双碳”目标所做的努力是全球绿色发展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双碳”战略要经历一个从制度建

设、市场机制建设、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管理模式培

育的较长转型和转变过程，目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

面临三项重点任务：一是整个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

即高耗能要往绿色低碳方向推进；二是从能源供给

侧角度调整，逐步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三是从消费者层面调整，全面建立绿色低碳消费。

他强调，工程建设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每一

位建设工作者都应当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此次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成立“双碳”专家委

员会就是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的积极举措，体现

了协会政治站位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双碳”专家委员会成立的重要意义。他表示，专

委会是汇聚“双碳”领域有关行业及专业知名专家

学者和高级工程师的高端智库，可以为政府科学决

策提供重要的标准科技咨询意见，希望专家委员会

抓紧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主动响应国家大政方针，

为“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智慧和力量。宋春华全

面总结了标准化在“双碳”战略推进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工作重点。他指出，在推动“双碳”目标落地

过程中，工程建设标准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引导

性作用，应以“双碳”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制定、

标准实施后评估、标准“走出去”为着力点，以标

准赋能“双碳”目标实现落地。一是要扎实推进“双

碳”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定空白领域标准，及时

修订已有标准，加快标准更新速度，在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等方面做超前研究并制定标准，以标

准支撑占据“双碳”领域高地、争夺国际话语权。

二是要强化标准实施应用，建立先进标准达标、对

标机制，提升标准实施应用效果。三是完善对标准

制定和实施的监督机制，从标准调研、制定、实施

到信息反馈，形成全覆盖、全过程追溯监督和纠错

的闭环管理体系，加强对标准执行的后评估，特别

要健全和加强对团体标准的培育培优和管理。四是

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步伐，在世界范围内争

取获得更多话语权。 

王玮副司长在讲话中指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部领导对《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的深入贯彻实施和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标准化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近期住房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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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提出 2030 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

排放达到峰值，力争到 2060 年前城乡建设方式全

面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近日，倪虹部长按照中央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在推动绿色发展省

部级专题研讨班上作了专题讲座，详细介绍了住建

系统开展的有关工作。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

部里的配套政策文件，为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指明了前进方向。此次协会

成立“双碳”专家委员会是工程建设领域标准化的

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希望专委会积极发挥作用，

加快推动构建“双碳”标准体系，更好地服务工程

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王俊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是协会标准化

工作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和重点工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其他有关文件，

规划了“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和行动

安排，为工程建设领域以标准改革提升标准化效能，

以标准创新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

要求。王俊表示，下一步协会将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把贯彻实施“双碳”战略和绿色低碳

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各方面工作中，进一步推进以高

质化、体系化、数字化、国际化为目标的协会标准

发展战略，在“急难特新”等标准化重点领域加强

与各行业、各地方、各单位的沟通联系和资源对接，

更好地发挥先锋官和主力军作用。希望“双碳”专

家委员会，在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下，在首席专家

和各位委员的共同支持下，发挥工程建设标准化高

端智库和协会标准化工作的决策咨询作用，扎实推

进有关领域的各项重点工作，为坚定落实国家战略、

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质量作出积极贡献。 

会上，领导和专家们的讲话赢得代表们的阵阵

掌声和称赞。与会专家和委员代表围绕会议主题，

结合自身专业领域和行业实践，就打造工程建设领

域“双碳”标准新高地、标准数字化赋能“双碳”

标准体系建设，低碳标准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全生命期建筑减碳路线、建立健全建筑领域碳排放

核算体系等话题进行了主题研讨和交流。 

参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工程建设标准

化领域又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规模大、层级高，

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原建设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级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国务院参事、亚洲知识管

理协会院士车书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

席张晓刚，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伟，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王玮，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理事长王俊，副理事长张志新、王国华、

孙英、张劲泉、杨仕超、王德华，协会顾问总工程

师李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杰

峰，中国计划出版社社长周昌恩等领导和专家出席

会议，第一届“双碳”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代表、

委员代表，以及有关行业、地方工程建设标准化机

构和单位代表，协会分支机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

方式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开法活、形式新颖，在北京设了主会

场，在四川、山东、广东、新疆、浙江等地设了分

会场，许多省市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机构的领导和

代表在分会场出席会议或通过线上方式参加会议。

大家纷纷表示，这次会议效果很好，主题和内容非

常重要，时机抓得也很准，体现了协会的政治站位

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大家受益匪浅、收获很

大，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和决策

部署，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将发挥十分积

极的促进作用。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行而不辍，

万里可期。此次成立“双碳”专家委员会是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践

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作为我国工程建

设标准化领域的高端智库，“双碳”专家委员会将

秉持“高点站位、综合协调、全程参与、关注重点”

的工作原则，凝聚专家和行业各方智慧，为协同推

进工程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修订工作、建

立完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贡献力量。 

来源: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