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建设材料部品采购信息平台
宜居中国·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发展联盟
关于召开 2014 宜居中国·推进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
筑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交流会暨供需对接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
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1 号）部署了全
面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积极推广新技
术、新产品、新材料，以绿色、循环、低碳理念指导工程建设和
房地产开发。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全面提高房屋的安全性、舒适
性和功能性，打造质量优良、性价比优、群众满意、社会放心的
民生工程。同时积极引导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绿色住宅小区，切实推进绿色工业
建筑建设。
在此形势下，开发、设计、施工、咨询、建材部品等单位应
共同努力，通过推进住宅产业化与绿色建筑应用新设计、新技术、
新产品、新材料和绿色建材，提高住宅质量和性能、降低造价成
本，全面提升开发项目品质和企业品牌，共同打造绿色建筑。本
次会议特别就节能环保技术创新进行交流，搭建供需双方合作对
接平台。
一、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主办单位：保障性住房建设材料部品采购信息平台
宜居中国·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发展联盟
承办单位：待定
二、 会议主要内容：
1、 推进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技术对房地产业发展
的意义；
2、 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技术在高端住宅项目、综
合体项目、保障房和养老建筑中的实际应用；
3、 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技术交流；
4、 开发企业对节能环保技术需求发布及现场对接；
5、 多家主流媒体全程报道。
三、参会对象：
积极推进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的相关部门、保障房建设相
关企业、开发企业、设计机构、施工企业、咨询企业、建材部品
企业等。
四、会议组织：
会议时间：2014 年 7 月 2 日周三（8：30-16：00）
会议地点：中国科技会堂一楼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 号）
五、报名方式及联系人：
1、参会代表资料费、餐费、会务费 800 元/人，会务组统一安排,
交通住宿费自理。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保障性住房建设材料
部品采购信息平台
联系人：陈鑫玉
电

安然

话： 010-58934680 010-58934599
18600196550

15810190709

传

真： 010-58934599

邮

箱： jcpt@chinahouse.org.cn
cxy@chinahouse.org.cn

附件：
1、会议议程及内容
2、参加会议回执

会议议程及内容

附件一：
时间
上午
8：30-9：00

签到

9：00-9：10

主持人介绍

9：10-9：3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领导

9：30-9：50

主题：保障性住房实施绿色建筑行动
主讲：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标准和信息化处处长 杨家骥

9：50-10：10

主题：绿色建筑节能综合解决方案——以实际项目为例
主讲：承办单位 专家

10：10-10：30
10：30-10：50
7月
2日
周三

会议内容

10：50-11:10

11：10-11:30

主题：节能环保技术在立体之城的应用
主讲：万通立体之城设计部总经理 程怡
主题：当代节能环保技术应用案例
主讲：当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贾岩
主题：绿色节能环保技术在方兴地产中的实践
主讲：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机电总工程师 左建波
主题：养老绿色建筑中节能环保技术应用—“椿萱茂”、“康城别墅”
案例分享
主讲：远洋地产养老地产业务发展中心工程总监 魏伟

11:30-13：00

午餐

下午 13:00

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技术交流会

13:00-14：00

研讨环节：推动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应用节能环保技术实践和探索
（开发企业 5-6 家）

14：00-14：20

主题：《绿色建筑设计标准》节能环保技术要点
主讲：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绿建咨询中心主任 易
然

14：20-15：30

主题：部分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技术企业发言

15：30-16：00

开发企业填写对现场节能环保技术产品的合作意向表，并现场发布

16：00

结束

主持
人

附件二：
参会回执
企业全称
企业地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邮

箱

电

话

真

参会代表姓名

性 别

部 门

职

务

邮

箱

参会开发企业需求调查:
需要那些节能环保技术和
产品。如太阳能、防水、外
墙保温隔热技术、高品质门
窗、节能空调、节能电梯、
节水器材、节能照明、节能
电气、新风系统等。
参会其他企业需求调查：
通过本次会议想达到何种
目的。
备注：
请于6月27日前将此表格通过邮件或传真发送参会回执

收款单位：北京明日之家住宅产业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甘家口支行
帐

号：1109 0812 2710 902

报名联系方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保障性住房建设材料部品采购信息平台
联系人：陈鑫玉 安然
电 话： 010-58934680 010-58934599
18600196550
15810190709
传 真： 010-58934599
邮 箱： jcpt@chinahouse.org.cn
cxy@chinahouse.org.cn

采购需求项目表
单位
北京紫光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远洋地产
和泓置地集团

职务

备注

战略采购部经理 电器元器件、电线、电缆、涂料、瓷砖、
工程部经理
成本部经理

卫生间推拉门、地胶、无障碍扶手、抗菌窗帘、新型砌块、整体
卫浴、隔音棉（板）、走廊抗菌扶手

采购总监

电缆、太阳能、地板采暖等

室内精装全系列，例如入户门、防火门、室内门、地板、卫浴、
瓷砖等
集团成本管理中 五星级酒店精装修全系列产品，比如壁纸、洁具、照明、家居、
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心总经理
家电、智能化产品、地毯等，安立路润丰集团总部大楼
厨房设备、卫浴设备、电梯160台二线品牌、地板、门窗五金塑
钢、铝合金窗、防水及保温石墨聚苯板瓷砖及石材、暖通空调、
北京住总正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部经理
照明电器、智能楼宇、涂料及壁纸外墙涂料、其它产品
雅世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物资采购经理

联盛兴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东北120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项目采购。

京汉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总工程师

防水材料、外墙保温材料、窗户类等

住总集团

总工程师

外墙外保温

采购部精装

空气净化系统、饮用水系统、卫浴系统、电器类、太阳能中的光
速能。

龙湖地产

精装负责人

北京中新华达投资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墙体类含外墙保温、预制结构、门窗等，科逸整体卫浴、太阳能
、屋顶绿化等

北京建工地产

产品部总经理

绿建设备类，例如新风系统、节能环保系统

K2地产

采购部经理

正在建立供应商部品库，需要全系列产品含前期规划设计、总包
、分包、设备等

香河西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入户门、涂料类、门窗、外墙保温材料、石材、瓷砖

北京银河昊星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部经理

主材：砖瓦灰沙石，幕墙、门窗等

华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香港南华地产

产品经理兼总监 沧州23万平米项目，局部精装修，外墙、入户门、石材、中央空
助理
调、地源热泵、安防系统、智能系统
门窗系统、防水系统、屋顶绿植、石材替代品、地源热泵、太阳
设计总监
能、空调设备等

鸿坤地产京东区域公司

采购经理

天津项目需要门窗系统、沧州项目需要空气净化系统

北京金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研发部总监

海淀、石景山项目需要达到绿建二星，相关绿建技术、产品都需
要

龙湾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总监

总包、园林

中体奥林匹克花园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总监

幕墙、涂料、遮阳系列、外墙自洁材料、新风系统

北京鹏润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招采经理

门窗系统

北京春光集团

成本部经理

钢制管材散热器战采，超级静音排水管材

香河爱晚投资有限公司

运营副总裁
养老中心副总

适老化的洁具、洗浴、厨卫、家具系统

辉煌地产

设计采购

门窗、外保温、太阳能、地源热泵

金辉地产

招采部总监

门窗、幕墙、外保温

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部

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

设计部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物控部部门长

金隅嘉业

产品研发部高级
门、墙体、通风系统、智能监控、采暖、内部装饰材料等
专业经理

绿建二星相关配套技术和产品，例如：防水、厨卫、外保温、门
窗等
精装修全系列产品，比如壁纸、洁具、照明、家居、家电、智能
化产品、地毯、地漏、五金件、石材、木饰面等。
适老化全套产品，门、地板、地毯、锁、扶手、室内家具、家电
、厨卫等、医疗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