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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资讯】 

30 个气候适应型试点城市 5 年将初现成果 

       到 2020 年，试点城市普遍实现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和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产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建设标准，适应气候

变化理念知识普及、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取得明显的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通知，挑

选 30 个左右典型城市开展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试点，经过总结推广试点

经验，引领带动我国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根据两部委制订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试点城

市将进行开展城市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评估、出台城市适应气候变化

行动方案、组织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和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4

个方面的行动内容，注重谋划近中期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措施，确保在

2020 年之前取得阶段性成果。 

    申报试点城市的行政级别为地厅级以上，具备气候特征明显、城市

功能明确且有一定区域代表性等特点，由所在省或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

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共同推荐。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将组织专家对提交的试点方案进行评估，并公布入选的试点城市名单。 

                                             （中国建设报 ） 

 

岭南山畔项目通过住建部绿色建筑示范项目验收 

近日，我市越秀岭南山畔项目顺利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验

收委员会的评审，成为国家级绿色建筑示范项目。验收委员会的专家认

为，该项目很好地融入了传统岭南建筑的设计理念，绿色技术措施得当，

建筑节能率较高，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低至 7.2 元/平方米，在夏热冬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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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此外，该项目还获得了广东省绿色建筑二星 B

级设计标识、广东省绿色住区、广东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广州市绿

色建筑示范工程、广州市优秀设计工程一等奖等荣誉，成为我市绿色居

住小区的典范。                                    (广州城建)  

 

【会员信息】  

       万科首次上榜《财富》“世界 500 强”名列第 356 位 

    7 月 20 日，《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出炉，万科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凭借 2015 年度 1843.18 亿元（293.29 亿美元）的营收首次

跻身《财富》“世界 500 强”，位列榜单第 356 位。  

    “世界 500 强”（Fortune Global 500）是中国人对《财富》杂志

评选的“全球 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自 1955

年开始发布以来，《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

公司的 著名、 权威榜单，是世界知名企业用来判断自身实力、规模

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财富》“世界 500 强”的排行榜以企业年

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作为主要评定指标，每年发布一次。根据万科 2015 年

年度报告（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公司在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43.18

亿元（293.29 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181.19 亿元（28.83 亿美元）。 

万科成立于 1984 年，1988 年进入房地产行业，经过三十余年的发

展，已成为世界 大的住宅开发企业。截至 2015 年底，万科业务覆盖全

球 71 个城市，物业服务住宅社区 843 个。2015 年，万科实现销售面积

2067.1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2614.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和 20.7%。

在全国商品房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上升至 3%。无论销售金额还是市场占

有率，都创造了行业有史以来的新纪录。根据榜单，今年入选“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共 110 家，排名 高的是国家电网公司（第 2 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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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外，深圳还有 4 家企业入选，分别是平安、华为、招商银行和正威。

（万科） 

 

发展环保公司参展南沙金茂湾三期项目观摩会 
 

6 月 29 日，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受邀成为南沙金茂湾三期项

目南沙区“建筑质量与安全生产月”观摩会展示厂家，主办方为中建二

局三公司华南分公司。 

此次观摩会有来自南沙区建筑行业共计 350 人次参加。该司此次展

示产品主要是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样板墙，优质的产品和过硬的质量吸

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示产品在现场获得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发展环保）

 

泛珠三角给水排水学术交流会召开 

    近日，泛珠江三角洲给水排水学术交流会在深圳举行。此次会议由

山西新超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分会、广

东省给排水学会等协办。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分会的领导、省市

给排水学会会员、各设计院给排水师等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我国当前建筑给水排水行业，尤其是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给

水排水行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理论

探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排水分会理

事长、教授级高工赵锂就“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循环效果的保证措施及管

材选用原则”作主题报告，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给水排水分会副理事长、教授级高工赵力军就《新型管材在给排水工

程中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了专题发言。      （广州市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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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篮球世界杯主场馆盛大开工 

8 月 10 日上午，2019 年篮球世界杯主场馆——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

艺中心项目在佛山新城盛大开工。该项目是宏达公司在佛山继岭南明珠

体育馆、世纪莲体育中心后提供工程服务的又一地标式体育场馆。 

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是国内首个民营企业全资建设的 NBA 级

别体育文化演艺中心，位于佛山新城 CBD 核心区域，占地 3.89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5.24 万平方米，规划配置 15000 个观众座席，56 个 VIP 包

厢，超过 2300 个停车位，且与北侧龙舟广场连成一片，是华南区规模

大的单体体育文化设施之一。项目将于 2018 年投入使用，作为 CBA 佛山

龙狮俱乐部队的主场馆和 2019 年篮球世界杯比赛北京、武汉、南京、苏

州、广州、深圳等共 8 个城市主场馆之一。其整体设计经营概念参考了

代表国际先进标准的美国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NBA 洛杉矶湖人队和快

船队的主场），工程建设达到国际 NBA 顶级标准，并配套了商业、娱乐、

酒店等物业功能，是美国乃至世界同类项目之典范。       （宏达） 

  

中国华西受邀出席中国（深圳）—马来西亚（吉隆坡） 

经贸合作交流会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深圳）－马来西亚（吉隆坡）经贸合

作交流会日前在吉隆坡洲际酒店隆重举行。中国华西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上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在中马双方政府领导的见证下，中国华

西与碧桂园集团签署了森林城市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的承接对中国华

西开拓海外市场，巩固马来西亚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出席此次经贸合作

交流会达成到了预期目的，扩大了影响，展示了企业形象，为中国华西

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信心和动力。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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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施集团连续 29 年评定为诚信企业 

2016 年 6 月，广州机施集团顺利通过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

的 2015 年“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年检工作。 

至今，机施集团已连续 29 年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                                 （机施集团） 

 

2016 届新员工入职培训圆满落幕 
7 月 15-19 日，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了 2016 届新员

工入职培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唐孟雄，副总经理李艳成等出席了培

训班。 

本届新员工入职培训历时 3 天，内容是公司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

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文明施工以及行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同时，还围

绕新员工的成长与发展、职业化精神塑造等主题与老员工进行互动交流。

通过入职培训，进一步提升新员工建研人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转变角

色、提高素质，增强信心走上工作岗位。             （市建科院） 

 

汉能光伏扶贫行动在新会 

8 月 22 日，汉能“春暖行动”组走进会城群胜村，为低保户安装光

伏太阳能发电系统，为用户提供免费的电力供应、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

也为他们带来了经济效益，实现精准扶贫。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群胜村低保户培叔，家境比较困难，汉能授权经销

商江门海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得知培叔情况后，对他进行帮助并赠送太阳能

发电系统为其排忧解难。培叔家用上太阳能装置是目前全球技术领先的“汉

能薄膜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发电效能较高，耐用，汉能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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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售后服务。据了解，装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后，培叔家发的电除了每年

自己用的约2280 度外，还剩余320多度电可卖给国家电网，大约获得144

元。此外，国家政策补助太阳能发电每度 0.42 元，获得约 1092 元。也就

是说，装了这套系统后，不但让用户免费用电，还能每年获得卖电 144 元

和补贴 1092 元，合计 1236 元。光伏扶贫项目开启了扶贫开发由“输血式

扶贫”向“精准扶贫”的转变，一次投入、长期受益。 

  （汉能）

中国建科院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 月 5 日，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建科院”）与中国核

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简称“中国核建”）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中国建科院王俊院长、中国核建顾军总经理分别代表合作双方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建立了长期稳定、

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国核建以军工工程、核

电工程、核能利用和核工程技术研究、服务为主业。中国建科院与中国

核建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已在设计咨询、项目工程技术标准化

体系制定、钢筋机械连接技术及综合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了项目合

作，并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果。在战略合作协议的框架下，双方将本着

强强联合、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原则，更加创造性的实现

跨行业合作和产业链整合，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互利

合作，共同提高各自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实现双方共赢。

（中国建科院） 

盛通荣获“优秀检测单位”荣誉称号 

广州市盛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在“2015 年度省十项工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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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竞赛”中，被授予广州轨道交通工程赛区“优秀检测单位”荣誉称号。该

公司已连续五年（2011-2015 年）获得该项荣誉称号，这是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对公司检测服务工作的肯定，我们将再接再厉，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的检测服务。                                 （盛通） 

广州一建荣获两个省级大奖  

近日，从广东省建筑业协会五届二次理事会暨创优经验交流大会上

传来喜讯：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广州市

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双双荣获“2014-2015

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创优特别贡献奖”和“2014 年度广东省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近年来，公司深入开展建设质量强省活动，不断推进工程质量创优，

积极创建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成绩显著，涌现了一大批精品工程，并连

续获得四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基于此，股份公司及一建公司也双双被

授予“2014-2015 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创优特别贡献奖”荣誉称号。

而“广东省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荣誉称号则是基于“基本素质、财务

指标、管理指标、科技创新指标、信用记录和社会责任”6大评价指标，

综合评价企业的信用水平和信用等级。该奖项是对企业诚信建设含金量极

高的荣誉称号，也是对公司近年在企业诚信建设成绩的肯定。 

 (一建 钟咏涛) 

齐心协力，全力推进北师大施工建设 

广州建筑三建公司四分公司承建的长岭居北师大完全中学项目，地

处偏僻，曾经出入仅靠一条窄小的乡间土路。经过项目部大半年的施工

建设，土路已修整为水泥大路，为车辆和行人出入提供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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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建筑面积 80016.5 平方米，工程造价约 2.1 亿元，由教学楼、

宿舍楼、体育馆等 18 栋单体建筑物组成，学校规模为 66 个班、学位 3300

个。面对紧迫的施工节点，项目部制定了严格有序的施工倒排计划以及

合理的施工方案，全体人员团结合作，及时解决施工难题……如架空层

结构施工期间，项目经理身体力行，带领青年骨干坚守岗位，实行轮换

作业，通宵浇筑混凝土，全力冲刺教学楼架空层施工， 高峰期有 600

多名工人施工，经过艰辛付出，顺利完成节点计划，为各工期目标的实

现提供了保障。目前 3 栋教学楼、综合办公楼和食堂、宿舍楼全部按质

量完成结构封顶，确保 9 月 1 日首期交付五栋投入使用。 

（广州三建 姚晓东）

 

【交流平台】 
                                

建筑节能不可或缺的墙体材料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 

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任宪德 

    前言：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同于一般普通的砖和砌块，是一种轻

质、节能的新型墙体材料，具有多孔、保温、抗震、可加工和不燃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民用建筑的承重和维护填充结构，对建筑节能有

突出贡献，是当今能源紧缺时代实现建筑节能较为理想也是不可或缺的

墙体材料之一，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绿色新型墙体材料。目前在广州建

筑市场上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已占墙体材料总量的 90%以上，真正担当

起了节能建筑墙体的主力军。 

1、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的主要特性 

1.1 质轻，良好的保温性能和抗震性能。 

一般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孔隙率达70～80%，干密度为400～700k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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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建筑物上可以降低墙体重量一半以上，还可提高运输效率，加快

施工速度，实现墙体材料的改革。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导热系数只有0.10～

0.18W/m·K，所以，蒸压加气混凝土的保温性能比普通混凝土和其它普

通墙体材料好得多，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能成为建筑节能墙

体的主力军，就是因为具备了其它普通墙体材料无法比拟的保温性能。

常用墙体材料的导热系数、蓄热系数及密度 

一、常用墙体材料 

序号 类别\名称 
容重 

(Kg/m3) 

导热系数 

(W/m·K) 

蓄热系数 

W/(m2·K) 
备注 

1 粘土多孔砖 KP1-190/240 1400 0.58 7.92   

2 灰砂砖 240 1900 1.10 12.72   

3 普通混凝土 2300 1.28    

4 粘土实心砖 1800 0.75    

5 粉煤灰烧结砖 1600 0.50 7.82   

6 粉煤灰蒸养砖 1600 0.62 8.71   

7 混凝土单排孔砌块 190 1200 1.02 5.88   

8 
混凝土多孔砖 （240×190×

90） 
1500 0.86 8.75   

9 
混凝土砌块内填膨胀珍珠岩

（单排孔） 
1300 0.33 1.28   

10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500 0.20 3.60 
用于墙体修正系数 1.35； 用于

屋面修正系数 1.45； 

11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700 0.22 3.59 
用于墙体修正系数 1.35； 用于

屋面修正系数 1.45； 

从表中可以看出：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导热系数与其它墙体材料相比

有绝对的优势，其节能效果是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且密度较低，不但

节能还节约资源，是不可多得的建筑节能材料，也是当之无愧的节能墙

材的生力军。 

由于质轻，降低了建筑物的重量，一般情况下，当结构设计基本满

足抗震要求的前提下，地震破坏力与建筑物的自重成正比，所以，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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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建筑物将减小地震力，从而保护整个建筑的稳固。 

1.2 具有一定的耐热和较好的耐火性能。  

蒸压加气混凝土在受热至 80～100℃以上时会出现收缩和裂缝，但

是在 700℃以前不会损失强度，具有一定的耐热性能。加气混凝土属不

燃材料，当发生火灾时，不会释放出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气体。其耐火性

能比普通混凝土高得多。这是由于蒸压加气混凝土保温隔热性好，保护

层对于钢筋有较好的隔热作用。甚至发现一些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在火

灾后，只是在表层发生龟裂和酥松，扒去表层修补后，仍能修复使用。

    1.3 几何尺寸精确。  

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是通过直径 0.6-0.8mm 钢丝切割成块的，几何

尺寸比较精确，长宽高的误差可以控制在±4±2±2mm 以内，高精砌块

可控制在±2±1±1mm 以内，高精砌块可以满足薄层干砌的施工技术要

求，对提高墙体的整体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其它用模具成型的单块砌

块因为外观尺寸精确度低，难以采用薄层干砌这种提高墙体质量的新工

法。高精砌块薄层干砌的施工工艺不但能保证墙体质量，还能达到墙体

薄批或免批的功能，并可以减少建筑垃圾、实现绿色施工的功效。  

2 在设计和使用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性能 

2.1 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值偏大。 

和其他材料一样，蒸压加气混凝土干燥收缩，吸湿膨胀。在建筑应用

中，如果干燥收缩过大，收缩形成的应力超过了制品的抗拉强度或粘结强

度，制品或接缝处就会出现裂缝。由于蒸压加气混凝土抗拉强度较低，只

有抗压强度的 1/10--1/5，即使干燥收缩值达到 0.5mm/m 的国家标准，如

果使用不当，也会出现收缩裂缝。所以，为避免墙体出现收缩裂缝，必须

根据材料的特性选择不同于传统材料的砌筑工法进行施工，采用专用的粘

结剂和界面剂，并在结构和建筑上采取一定的措施。而严格控制制品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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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含水率也是极其重要的， 好控制上墙含水率在 25%以下。 

2.2 具有一定的吸声能力，但隔声性能不及密度大的墙体材料。 

任何轻质墙体的吸声能力较好而隔声性能较差，蒸压加气混凝土也

不例外。这是由于墙体隔声受质量定律支配，单位面积墙体重量越轻，

隔声能力越差。所以，要取长补短，比如在舞厅、音乐厅、电影院、剧

院、噪音较大的公共场所，内墙贴一层加气混凝土制品，就能改善室内

的听觉环境。如果要提高蒸压加气混凝土墙的隔声能力，必须采取建筑

措施来解决。例如，在设计时要考虑隔户墙的厚度和密度以满足隔声的

要求，或采取其他结构措施。 

综上所述，蒸压加气混凝土作为一种轻质多孔建筑墙体材料，具有

诸多优良特性，尤其是密度小，保温性能好，对于降低建筑物自重，

固体废弃物的有效利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实现墙体改革，

降低建筑的能耗，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采用蒸压加气混凝

土高精砌块与专用粘结剂进行薄层干砌的工法，进一步提高了墙体的质

量，得到了施工单位和开发商的一致认同，引领了更加正确应用的方向，

对推动建筑业使用绿色墙材进行绿色施工，实现绿色建筑的使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当然，任何一种材料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它 佳适用的范围,一切优

势仅是相比较而言的，有优势也会有不足。因此在应用中应充分认识和

了解蒸压加气混凝土的特性，使用时必须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建筑措施

来扬长避短。这样才能科学、正确、合理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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