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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生机勃勃的 2015 年，我们迎来了会员自己的简报——《广州市建

筑节能科技简报》的诞生。 为把《简报》办成传递国家和省市有关绿色

建筑和建设科技的政策规定和协会信息的窗口，成为有益会员沟通协调、

互通信息的平台，成为城市建设管理者、建设者沟通探讨的桥梁，成为广

大会员学习交流、展示才艺的园地和精神家园，我们需要您的指导鞭策与

爱护，更需要您踊跃参与和积极支持。

【政策导向】

广州市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广州市建设领域生态文明建

设，2014 年 10 月 23 日，记者获悉，广州市政府出台了《广州市绿色建筑

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十二五”期间，广州市将完成新建绿色建筑 950 万

平方米，到 2015 年底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力争达到 30%。全面推进绿

色市政、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等领域创新发展，在全国率先提出市政基础

设施绿色化建设，大力推进绿色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力争全市绿色生态

城区达到 5个以上，累计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700 万平方米以上。

结合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领域先进城市的特点，

提出了创建 1～2个绿色数据中心示范的创新目标。

《方案》指出，在城市发展新区规划中落实绿色节能理念，建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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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比例、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利用、中水利用、废弃物回收利用

等内容的指标体系，对重点建设片区（起步区达到 1.5 平方公里）组织编

制绿色建筑、区域能源、绿色市政等专项规划。《方案》结合实际，提出

了以保障性住房为试点，逐步探索和建立建筑工业化技术标准体系和建设

管理体系的思路。此外，《方案》还从科技进步、示范引导、推动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等方面提出了绿色行动措施，力争建立全方位的建筑领域绿

色发展机制。 (穗建)

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批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国家

标准，编号为 GB-T50378-2014,自 2015 年 1 月 1日起实施。原《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GB3T50378-2006 同时废止。该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

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比 2006 年的版本“要求更严、内容更广

泛”。该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评价的实践经验

和研究成果，借鉴了有关国外先进标准经验，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

修订后的标准评价对象范围得到扩展，评价阶段更加明确，评价方法更加

科学合理，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善，整体具有创新性。

在过去，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有六大指标。每个指标下，满足一定的项

数即可被评为一星级、二星级或三星级绿色建筑。而新的标准则是采用打

分的方式，总分达到 45-50 分是一星级，60分是二星级，80分是三星级。

评审专家认为重要的就打 8分、10 分，有的虽然需要，但做起来容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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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多少钱，就 4分。这样一来，不少过去被评为一星级的项目现在可

能评不上，二星级可能降为一星级，三星级则降为二星级或者一星级。新

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让三星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更具价值。

《普通预拌砂浆企业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依据《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 156

号）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保留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穗

府令〔2012〕90 号），《广州市预拌砂浆管理规定》（穗建质[2014]533 号

文）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普通预拌砂浆企业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和《特种干混砂浆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经 2014 年 11

月 3 日广州市预拌砂浆行业协会会员大会和 2015 年 2 月 9 日广州市砂浆

行业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 2015 年 4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秘书处）

【协会动态】

我协会被广州市民政局评定为 4A 级社会组织

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关于授予第八批 42个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的决定》，

广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被广州市民政局授予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4A

（AAAA）级。



5

我会举办绿色建筑审图技术交流会

我会于 1月 16 日在市桂冠大厦举办了绿色建筑审图技术交流会，邀

请有丰富审图技术经验的专家授课交流。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审图公司专

家和市节能墙革办、深圳市斯维尔软件公司、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领导共

50余人参加。

会上，绿色建筑审图专家对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审查要

点和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审查进行讲

解，依据各种工程情况进行了举例分析，并对参会人员现场所提出的问题

进行解答与交流。本次会议由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 发挥协会桥梁作用

协会召开 2014 年度工作总结大会

2015年1月28日上午，广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在广州大厦召开2014

年度工作总结大会。120 名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协会秘书长

杨建坤主持。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庄承汶副局长、市住建委建筑节能与

科技设计处杨丽副处长、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管理办公室邢华伟副主

任、市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辛福光副调研员出席了会议。

孙爱宾会长在会上作了“广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 2014 年度工作报

告”，总结了协会 2014 年工作情况，部署了 2015 年工作任务。

会上，庄承汶副局长代表市民政局为协会授牌和颁发广州市社会组织

评估 4A级证书,并对协会下一步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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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委杨丽副处长作了讲话，对协会 2014 年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

着重介绍了国家、省市有关绿色建筑和建设科技的政策规定和要求。

市预拌砂浆企业工作座谈会召开

3 月 19 日上午，协会在信息中心会议室召开了市预拌砂浆企业工作

座谈会，特邀会员单位中部分预拌砂浆企业代表参加。与会者围绕 4月 1

日起施行的《普通预拌砂浆企业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和《特种干混砂

浆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就如何规范普通预拌砂浆企业和特

种干混砂浆生产企业备案工作事项，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等方面提出意见

和建议。

协会举办预拌砂浆应用技术培训班

3 月 27 日上午,我会受广州市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委托，在广州市广

东科技馆举办预拌砂浆应用技术培训班。主要内容：宣讲《广州市预拌砂

浆管理规定》和（《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中预拌砂浆设

计标注讲解）。150 余人参加了培训。

【会员信息】

市设计院设立广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广东省第五批“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名单， 广州市设计院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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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经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

在具备一定科研条件的机构中设立的,是与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及博士后研

究人员联合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工作的组织。

2014 年，广州市设计院与广州大学签订了“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新型建筑结构工程技术领域进行超高层建筑动力特

性与抗震性能分析、岩溶地区地基基础关键技术、高层建筑组合结构关键

技术等多个课题的研究。 （广州市设计院）

越秀地产携手哈佛举办绿色建筑高峰论坛

1 月 5 日，哈佛中国行——绿色建筑·走进越秀地产论坛，在广州越

秀金融大厦举行。本次盛会邀请了哈佛大学、香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德国 Transsolar 能源与环境工程咨询公司的顶

级专家出席，共同探讨绿色建筑的技术发展和设计实践，为绿色建筑在中

国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院长李炜出席活动并参与闭

幕讨论。 (城建开发设计院 冯燕珊)

发展环保建材公司高精度砌块项目获高度评价

1 月 23 日，东莞市墙改办领导专程赴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高精

度砌块项目——东莞万科虎门万科城项目进行考察，万科地产项目代表、

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天建设及我司相关领导陪同参观。

虎门万科城项目选用了该公司高精度砌块、砌筑粘结剂、配套专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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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及面层薄抹灰墙体砌筑整体解决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薄浆干砌法

工艺。经现场评估，该项目砌体精度完全达到高精度砌块面层薄抹灰要求，

而且取消了湿作业，达到了节水节材效果，符合绿色施工及住宅工业化的

发展方向。东莞墙改办领导对该公司高精度砌块在东莞地区推广给予充分

肯定，并鼓励公司在东莞地区积极推广高精砌块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墙材

行业提升发展水平。 （发展环保）

海珠区 4.16 千瓦太阳能薄膜发电项目建成并网

2 月 5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珠江帝景的 4.16 千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建成并网发电。该项目是汉能华南区域公司开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薄膜

发电建筑一体化（BIPV）项目，采用汉能双叠层非晶硅薄膜组件替代阳光

房屋顶，将太阳能电池板作为阳光房的组成部分。薄膜组件既是建筑材料，

又是发电系统，一举两得。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4.16KW，年均发电量约为

4202 度，节省标准煤 1.43 吨，减排二氧化碳 4.19 吨。

（汉能华南区域公司 邓宝宁）

新鸿基天环广场今年 6月开业迎客

由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提供工程管理服务的新鸿基天环广场

（原宏城广场），目前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将于今年 6月盛大开业。

（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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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与广州建筑

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日前，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吴炜总经理和广州一建尹穗总经理在

广州建筑一建大厦共同主持了双方战略采购协议签字仪式，双方签订 2015

年度战略采购协议。签约仪式后，吴总一行参观了广州建筑成立 60 周年

庆系列展示。广州建筑是广州市唯一取得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的龙头企业，此次协议的签订，确立了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

并达成高精砌块及加气板材的推广、施工等方面密切合作意向。

（发展环保）

建设部防灾研究中心组织召开

“安哥拉新罗安达国际机场项目”消防专项评审会

2 月 11 日，建设部防灾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由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防火所承担的“安哥拉新罗安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工程消防性

能化设计评估”专家评审会。经过论证后专家组一致认为，针对本工程

设计中遇到的规范适用、防火分区/分隔、疏散设计等消防安全问题，消

防性能化设计评估报告提出的消防安全策略合理可行，实现了航站楼工

程的功能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的统一。安哥拉新罗安达国际机场是一项

涉外项目，我院防火所积极组织骨干技术力量，圆满完成了该工程的特

殊消防设计工作。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科技处)



10

中国华西再获“深圳市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2014 年，中国华西被深圳市政府评为“深圳百强企业”的第三十四

名，公司已连续七年获评“深圳市百强企业”称号。 （华西）

广州市盛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被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评

为“广州市第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 （盛通）

1 月 23 日，广州市华德工业有限公司以“知识产权引领发展梦”为主

题，就知识产权对企业的重要性、企业专利战略布局，针对性的对研发人

员进行了一场专利运用推广培训会。 (华德 张均源）

广州石井力展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今年开展每月评选“企业月度之

星”活动，传递正能量，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石井力展）

【新材料介绍】

实现绿色施工且成本仅为木模板的四分之一

的 YD 新型塑料建筑模板

YD 新型塑料建筑模板是代替铝模板和竹木胶合模板的新型模板。具有

重量轻，抗冲击强度大，拼装方便，周转率高，表面光洁，不吸湿，不霉

变，耐酸碱，不开裂，板幅大，接缝少，可锯，可钉，可加工成任何长度

等诸多优点。可反复回收利用，价格远远低于目前建筑业使用的竹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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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优良的阻燃性能，离火自熄，无烟，无任何毒气。是新一代安全绿

色环保节能型产品。

成本仅为木模板的四分之一

从经济角度来看，以 15 毫米的各种模板为例，YD 新型塑料建筑模

板价格约为 80 元/平方米，木模板的价格为 32 元/平方米。虽然 YD 新型

塑料建筑模板的价格比木模板稍高一点，但它至少可以周转 30 次，分摊

到建筑物上，其价格约为 2.5 元/平方米。木模板可以周转约 4 次，分摊

价格为 8元/平方米。而且 YD新型塑料建筑模板可以按 20％的价格回收，

计算下来，成本仅为木模板的四分之一！而且，用于制作模板的塑料还

可循环利用。经过上百次周转的 YD 新型塑料建筑模板，只要经过加工，

就可以再次制成全新的模板。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分析，如果建筑模板不

再以木材为原料，每年就可以少砍伐上千万棵大树，生态效益不容小觑。

不仅如此，广州银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YD新型塑料建筑模板100%

采用可再生塑料为原料，可以回收利用大量废旧塑料，减少塑料垃圾造

成的环境污染。 (银达）

【绿色施工】

广州一建筑工程分公司

佛山新福港项目切实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如何切实推进项目工地环境保护工作，一直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

近日，针对项目管理的动态过程，结合各个重要节点实际情况，佛山新福

港项目部在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中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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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工地围墙。2、开工前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规划。3、施工道路

进行混凝土硬化。4、部分无法硬化的区域使用绿色植被覆盖。5、在基坑

开挖阶段，合理分区，尽量减少松散土层裸露的时间。6.外运土方车辆严

禁超载且出工地前必须冲洗干净。7、车辆出入高峰期，道路每小时洒水

一次。8、主体结构和装饰装修施工阶段，砂石材料堆放要进行全覆盖，

及时清理楼层各类粉尘垃圾，全面围护安全网。9、加强现场人员的环保

意识，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新福港项目地处佛山市商业中心，防扬尘、防噪音等工作势在必行。

项目部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开展文明施工管理工作，环保理念在施

工过程中初见成效，获得佛山社会各界的认可。 (广州一建）

发：各会员单位。

抄送：陈亚新同志，市住建委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联系电话：83124290 E-mail:gzsjzjnkjxh@126.com


	我会举办绿色建筑审图技术交流会
	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与广州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