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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交流工作会暨中冶赛迪绿色建筑创新奖及 

人居环境实验展示仓项目讨论会顺利召开 

 

2015 年 6 月 30 日，“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

交流工作会暨中冶赛迪绿色建筑创新奖及人居环

境实验展示仓项目讨论会”在中冶赛迪大厦顺利召

开。本次会议由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重庆市绿

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节能处李

克玉副处长、何丹科长，重庆市建筑节能协会会长

曹勇等出席了会议。同时，来自西南地区绿色建筑

基地的十余家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

是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系列活动之一，会议就中

冶赛迪绿色建筑创新奖项目、重庆人居环境实验仓

建设方案、重庆市绿色建筑相关性能分析报告模板

进行了专题讨论。 

会上，中冶赛迪建筑设计院常务副院长石小波

代表承办方首先致辞，他讲到，中冶赛迪大厦是重

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地，5 年

后，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的从事绿色建筑

的精英们又再次在此聚首，他代表中冶赛

迪集团向各位表示诚挚的欢迎，欢迎大家

对中冶赛迪多提宝贵意见，共商共勉，协

同进步。 

中冶赛迪在 2015年共获得两个国家

住建部绿色建筑创新奖，其中会议举办地

中冶赛迪大厦获一等奖，由中冶赛迪与重

庆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

完成的重庆轨道交通一期工程六号线大

竹林车辆段综合楼项目获得三等奖。会上，

中冶赛迪建筑设计院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

泽玲详细介绍了两个项目在建筑节能、建筑环境改

善、新能源应用、被动式设计、中水雨水回用、智

能化设计、环境能源监控方面的技术应用。 

中冶赛迪根据重庆市发改委“建设人居环境实

验展示仓” 的要求，并结合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

地的技术展示和产品展示的发展部署，充分整合资

源，设计了中冶赛迪人居环境实验展示仓，为西南

地区绿色建筑基地的技术产品展示提供可用平台。

与会各方就展示仓建设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还结合新版重庆市绿色建筑平评价标准

的实施，对规范化绿色建筑相关性能分析报告模板

的编写要求进行了讨论。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

会常务副秘书长丁勇首先介绍了目前绿色建筑分

析报告的体系，并对其中的核心规范化要素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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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与会代表对报告的编写条件、内容要求、结

果判断等进行深入讨论，并初步达成了报告模板编

制一致意见。 

曹勇会长对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交流工作

会的重要意义、作用予以了高度评价，对行业内的

从业者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同时指出各单

位各部门应团结奉献，避免行业内恶性竞争，促进

绿建行业的健康发展。丁勇副秘书长总结了上半年

的基地工作情况，介绍了基地的示范项目建设工作

及近期基地工作安排。 

李克玉副处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首先肯定

了人居环境实验展示仓项目建设的意义，要求力争

将本项目打造成一个高标准、示范性好、推广性高

的绿色示范项目。在谈到重庆市绿色建筑发展情况

时，他指出，2015 年度的绿色建筑建设工作目标

1500万㎡，上半年已基本完成一半，但同时与经济

发达地区还存在差距，希望各单位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宣传引导客户发展绿色建筑；目前，重庆加快

推进绿色建筑相关立法工作，计划明年制定重庆市

绿色建筑促进办法，积极核实财政资金，形成有效

的资金激励支撑办法；在节能改造方面，国家住建

部新近又下达重庆市公共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任务 350万㎡，将进一步助推重庆的公共建筑改造

工作。 

本次会议的召开，对西南地区绿色建筑示范项

目进行了推广与宣传，对绿色建筑发展的技术核心

问题进行了讨论，促进了基地工作的深层次开展，

充分发挥了绿色建筑基地在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方

面的积极作用。 

                  （由绿色建筑西南基地供稿） 

 

地方简讯 
 

落实上海创建全球科创中心战略 

成立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中心 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当前，上海市正加快向全球科创中心进军，

建筑行业以 BIM 技术为抓手，大力推进建筑业

向信息化和工业化转型升级。6 月 8 日举行的

“BIM 技术应用交流会暨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应用推广中心成立大会”上，在上海市建管

委的支持下，经过前期的精心筹备以及相关单

位的共同努力，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组建成立

了“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中心”。上

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监察局局

长、上海市预防腐败局局长顾国林、上海市城

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崔明华书记、上海市城乡建

设和管理委员会裴晓副主任、市建管委相关处室、

企事业单位领导，以及 200 余位企业代表、专家、

媒体记者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会长甘忠泽主持。 

会上，顾国林副书记、崔明华书记、甘忠泽会

长共同为“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中心”

启动。顾国林副书记在发言中表示，上海市绿色建

筑协会组建成立“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

中心”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采用 BIM技术能够减少

能源浪费现象，进一步增加建设工程信息的透明度

和可追溯性，对规范市场秩序和预防建设领域腐败

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上海要推动 BIM发展，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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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建筑中首先采用这项技术，同时政府要引导

市场发展，制定技术标准，BIM 技术的推广不仅影

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与城市安全与发展息

息相关。最后，顾国林书记表示，希望中心能发挥

自身作用，助力绿色建筑的发展，将城市建设得更

加美好。 

崔明华书记为中心成立致辞时表示，2014 年，

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等领导在市建管委调研时指

出，在上海加快向全球科创中心进军的大背景下，

我们聚焦的重大创新工程和创新项目，应符合当今

世界科技进步方向和产业变革趋势，服务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中心的

成立应势而为，将成为推动建筑交通行业转型发展

的新平台。崔明华书记希望中心能始终坚持以“政

府为引导，市场为主导”，促进 BIM 技术的应用推

广和良性发展，加快建筑业的转型升级。 

裴晓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BIM 技术在一定程

度上会改变建筑行业原有的市场规则和流程，特别

是政府的审批流程也会发生改变，作为实现国家绿

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行业透明、政府管理透明

的重要手段和理念，BIM 技术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具

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该项技术，

2014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在本市推进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应用的指导意见》，今年 1 月又由副市

长蒋卓庆为总召集人，会同多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

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联席会议。近期，市

建管委正向上海市政府报批《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

用三年行动计划》，也有望在近期出台。多项举措

并行，齐抓共管，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上海市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推进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推广虚拟设计、

施工及运营维护的全过程协同管理，促进建筑业上

下游企业间协作和转型，创造与国内外同行间的交

流与学习平台。裴晓副主任还对中心未来的工作提

出了要求，希望中心努力成为专业的技术智囊机构，

成为协助政府管理的支持机构，成为行业健康发展

的社会平台，为建设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市建管委建筑市场监管处沈红华处长宣读了

《关于支持成立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

中心的函》，要求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认真做好建

中心的建设工作，进一步整合资源，合理设置组织

机构，积极探索源中心的运行模式。并希望中心能

积极发挥作用，构建面向全行业的技术支撑基地，

打造面向全社会的服务支持平台，为加快本市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推广做出贡献。 

中心主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解良汇报了

中心近期的工作重点。中心成立后将开展深入调研，

了解企业对 BIM的应用发展情况，总结成功经验及

问题诉求。建立专家库，为 BIM技术标准编制、应

用技术推广引用提供技术支撑。开展行业培训，宣

贯政策法规，加强技术应用和人才培育，同时加强

示范引领和宣传，对项目技术亮点、先进经验进行

推广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 BIM技术重要性的共识。 

此次大会还邀请了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

员会建筑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沈宏、上海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院长何锡兴、上海申通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

研究院副总工陈鸿、上海市鲁班软件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宝明介绍上海 BIM技术的发展情况和 BIM技术

在各行业的应用、实践和发展趋势。参会人员对报

告内容反响热烈，并期待今后中心能举办更多的交

流活动。 

最后，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甘忠泽表示，

BIM 技术对于建筑业发展的重要性已被行业企业逐

步认知，它的推广和应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

也是市场形势和企业发展的诉求。上海市绿色建筑

协会将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行业企业资源，动员

会员单位加快对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在企业

的响应和协会的努力下，中心的组建能促进上海市

建筑业信息化发展，进一步助推上海建筑业的转 

型发展。            

（由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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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成功召开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绿色建筑的发展，更全面地

发挥行业的作用，共商绿色建筑发展大计， 6 月

18 日，2015 年度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扩大会议成功召开。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李百战，副主

任委员曹勇、张京街、谭平、谢自强、张红川，委

员石小波、吴泽玲，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暖通空调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谭平，重庆市土木建筑学会暖通

空调专业委员会委员吴祥生、庄春龙、吴敏、李全、

艾民、杨文杰、王为民、刘贤凯，重庆市土木建筑

学会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喻伟，中机中联工

程有限公司王永超高级工程师，重庆市绿色建筑促

进中心丁小猷高级工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常务副秘书长丁勇教授主持。 

会议就市绿建委自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工作和

重庆市绿色建筑的发展成绩进行了总结。根据目前

重庆市绿建委在工程示范项目、标准法规建设、宣

传培训等方面的工作部署，为了更好的发挥全行业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作用，经市绿建委秘书组提议，

主任委员会议讨论，鉴于王永超、石小波和丁小猷

三人在推动重庆市绿色建筑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突

出贡献，经到会主任委员一致表决，建议增补为重

庆市绿建委主任委员。 

为加强行业学会联系，更全面的整合资源，促

进千军万马推进绿建的局面，经市绿建委与市土木

建筑学会暖通专委会协商，决定建立两委会联席工

作制度，加强组织间的协同，并将暖通专业委员会

委员增补为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上，两委会的委员就推动重庆市绿色建筑快

速、健康的发展，联席研讨了关于如何发展适宜于

重庆的绿色建筑技术与建立重庆市绿色建筑技术

应用模式，如何充分发挥西南地区绿色建筑示范基

地作用，组织行业培训、宣传推广，加大推动力度

等问题。 

通过此次会议的召开，一方面进一步扩充了重

庆市绿建委的发展实力，同时进一步整合了行业、

学会的力量，为重庆市绿色建筑的大踏步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由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供稿）

 

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已于 7月 1日正式实施 

 

全国首部绿色建筑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绿色建

筑发展条例》已由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日前，

江苏省召开贯彻实施《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座谈会。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刘永忠，副省长张雷，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城

建委主任夏鸣，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

长顾小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会上，刘永忠副主任、张雷副省长和顾小平厅

长分别就《条例》的实施对江苏乃至全国的绿色建

筑发展将起到的作用和意义做了说明，并就《条例》

有效贯彻实施提出了要求。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委主任夏鸣主

持。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盐城市建设局负责同

志以及部分企业代表在会上围绕贯彻实施条例作

了发言。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3个

设区市人大环资城建委和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有关

企业的代表参加会议。 

（摘编自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