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广东省总工会《关于推荐评选2018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和五一
劳动奖章的通知》要求，为加强社会监督，广泛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现将我
市2018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和五一劳动奖章推荐对象（简要事迹请登录
珠海市总工会网站www.zhgh.org.cn查阅）予以公示。通告如下：

1、公示时间：2018年4月4日至4月8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
-17:30)。

2、在公示期间内，任何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
珠海市总工会反映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和问题。以个人名义反映的提倡签
署或自报本人的真实姓名并留下联系电话;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
印章。

3、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不
得借机诽谤和诬告。

4、受理单位：珠海市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工会大厦8楼)。
联系电话：0756-2132609，联系人：刘志安18128126070，传真：0756-

2211143。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113号工会大厦

邮箱：332753015@qq.com
邮编：519000
附件：
1、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名单 (10个)
2、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候选名单 (8人)

珠海市总工会
2018年4月4日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候选名单（10个）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装配车间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

珠海市实验中学新疆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闸口海关风险监控科缉毒组
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营业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候选名单（8人）

耿宏业 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发展部经理
李小刚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第一合同段

项目经理部质管部部长
张小玲（女）珠海藤仓电装有限公司制造部组立3课主任
王 剑 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洋王国海豚驯演主管
董 凡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詹小俊 珠海市第二中学语文老师
李 榄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地理老师
常晓东 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拱北口岸派出所所长

关于珠海市2018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推荐对象公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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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绿色建筑：

新时代新使命

在展馆中，国内最
大的钢结构企业——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展
出了以钢结构为主体
结构的精品工程模型，
包括装配式建筑、城市
慢行交通设施、智慧车
库、智能化工厂等，体
现了生态、宜居、智能、
高效的模块化建筑理
念，吸引了众多专业观
众前来交流咨询。

据介绍，装配式建
筑——绿色人居系统
是一种三维模块化绿
色钢结构建筑产品，
通过多元化组合实现
不同的建筑功能，构
造 出 多 变 的 建 筑 空
间，同时该产品集成
了太阳能、新风系统
等节能技术，是一款
生态、宜居、智能、高
效 、多 元 的 建 筑 产
品。从具有国家重大

历史性战略意义的雄
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
项目到广东省重点项
目“深广·渠江云谷”
项目，均是采用装配
式钢结构建造模式。

“超级工程”港珠
澳大桥建设中也凝聚
着中建钢构的力量。
拱北湾畔，由中建钢构
承担的港珠澳大桥珠
海口岸钢结构及屋面
工程已经全部完成。
该公司董事长王宏表
示，随着港珠澳大桥即
将建成通车，粤港澳大
湾区加快建设，珠海更
应该在绿色生态建设
等方面走在前列，“我
们也将积极发挥企业
在装配式建筑及绿色
智慧建筑等领域的技
术优势，为珠海推进生
态宜居、绿色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助力。”

提高珠海绿色发展水平 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城市

绿色建筑：新时代新使命
推动绿色建筑迈向高质量发展时代，珠

海吹响了集结号。4月2日上午，第十四届
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
产品博览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作为国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绿色建
筑与建筑节能行业盛会，大会将集中展示国
内外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最新科技成果、
先进理念、发展趋势、创新材料及成功案例。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是党的
十九大报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
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的明确要求。

加快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提
高绿色发展水平已然成为推动广东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怀抱着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城市的美好
愿景，本届大会也将成为珠海积极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晓红 钟夏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钟凡

4月2日，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
启动仪式暨《珠海市建筑易建性评价导则》发
布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是珠海智
慧城市重点建设项目，不仅实现了城市各相
关部门能耗监测信息的高度整合与资源共
享，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以规划为引领，建
立了从项目立项、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至运
营的建筑全生命周期能耗管理体系及信息资
源库，为实施建筑能耗定额、节能新技术评
价、阶梯电价及建筑碳交易等奠定坚实基
础。据悉，该平台于2018年3月开始投入试
运行。

当天，珠海市住规建局还正式发布了国
内率先、具有珠海地方特色的标准《珠海市建
筑易建性评价导则》。据了解，借鉴新加坡先
进的“易建”理念，该导则首次较为系统地提
出了建筑易建性设计、生产、施工等评价指标
体系和监管体系。

相关专家认为，珠海首发的建筑易建性
能评价从设计源头上融合了节能建筑、绿色
建筑、健康建筑、智慧建筑技术成果，对促进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而且现实的意义。

生态城市珠海，绿色建筑蓬勃发展。十
字门会展商务组团展览中心、兴业新能源产
业研发楼、横琴新区地下综合管廊、珠海宾馆
改造项目……一批享誉国内外的绿色建筑崛
起在城市各个角落。在珠海城市建设和市民
生活中，绿色生态理念已蔚然成风。目前，新
建民用建筑已全部实行绿色建筑标准，二星
以上绿色建筑占比超过50%。

珠海坚持规划引领，在绿色规划体系、技
术标准体系、政策监管体系、绿色科技创新体
系、绿色装配式建造体系、建筑能耗监测监管
体系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

珠海发布了《珠海经济特区绿色建筑管
理办法》，制定了《珠海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
规划》《珠海市绿色建筑验收导则》，建设了珠
海市建筑能耗监测管理平台，以规划为引领，
建立起从项目立项、规划、用地到设计、施工、
验收至营运等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
系，实现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

至2017年底，珠海全市新建民用建筑
100%实行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其中达到二星
级以上标准项目占比超过50%。新建民用建
筑连续8年实现建筑节能50%标准设计和验
收两个100%。累计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面
积（建筑面积）158.7万平方米，累计太阳能光
电建筑应用装机容量105.1兆瓦。80%既有
公共建筑进行了节能改造。在绿色建筑发展
过程中，对绿色建筑运行、岭南地区绿色建筑
技术特点进行了探索，建设了一批有代表性
绿色建筑、绿色社区和绿色生态城区。

市住规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珠海正实
现着绿色建筑发展由“浅绿”向“深绿”转变、
由“设计”向“运营”转变、由“传统建造”向“绿
色建造”转变、由“节能改造”向“绿色改造”转
变、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内生”转变。

与此同时，珠海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支持
力度，积极培育绿色产业的发展。目前，全市
以格力集团、兴业集团、泰坦电气为代表的绿
色建筑与节能领域的上市公司19家，还有一
批如大潮集团等处于国内节能设备先进制造
行业企业。同时，打造建筑产业化生产基地4
家。

数据显示，珠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
领域的上市企业的总市值约5557.32亿元，其
中2016年总营业额约为2955.83亿元，利润
约为237.23亿元。

市住规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站在新的
起点上，珠海将全面促进全市绿色建筑和装
配式建筑领域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整体提
升，让“美丽”珠海成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
大湾区绿色发展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
监测平台”正式启用
同时发布《珠海市建筑易建性评价

导则》

“绿色建筑”作为近几年频
繁出现的热词，强调在建筑的
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
约资源，包括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等，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
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建筑物。

本届大会同期举办的国际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新技术与
产品博览会，参展企业逾 300
家，展览面积达到 1 万平方米。
其中，以兴业太阳能、华发集团
等为代表的珠海展团，将重点
展示近年来珠海在建筑节能、
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和绿色建
材等方面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应
用实例。

此外，万科集团、中国金
茂、中建钢构、朗诗绿色集团、
深圳建科院、法国建筑科学技
术中心、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
会等众多国内外绿色发展先行
者也将携创新技术产品亮相。

展
馆
巡
礼

作为专注于绿色建
筑、绿色能源和新型材
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兴
业太阳能携多项明星产
品和应用实例亮相。

一栋优秀的绿色建
筑应该拥有怎样的品
质？珠海兴业新能源产
业园研发楼提供了技术
标杆。这栋建筑凝聚了
兴业太阳能在绿色能源
和建筑节能领域的设
计、建设技术精华，2016
年获得我国绿色建筑领
域最高级别的三星级绿
色建筑设计标志证书，
2017年获得美国LEED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铂金
级认证。

据兴业太阳能负责
人介绍，该楼宇采用了
36 项绿色建筑节能技
术，光伏系统每年提供
150000 千瓦时的绿色
电力，可以实现11%的
光伏能源自给；深挑檐
的遮阳层间结构综合
遮阳系数达到0.198，即
80%的热量被隔绝在室
外，大大降低了室内空
调能耗；根据季节变化
的自然通风策略比普
通 新 风 系 统 节 能 约
30%。其设计模拟能耗
为 51 千瓦时/平方米/
年，约为广东省办公建
筑能耗平均值的三分
之一。

兴业太阳能：

研发楼获美国LEED
铂金级认证

华发集团：

为特区生态文明优势“代言”
近年来，华发在绿

色建筑领域不断发力。
作为本届绿建大会的举
办场地——珠海国际会
展中心，正是华发集团
践行绿色建筑理念的优
秀样本。2015年，珠海
国际会展中心荣获中国
建筑工程鲁班奖，并获
得国家颁发的二星级绿
色建筑标识称号。

展会现场，“主场作
战”的华发集团首次从
开发—建造—人居三个
层面系统全面地展示其
特色的绿色建筑全产业
链。同样位于十字门中
央商务区的标志性建筑
——珠海中心大厦，是
我 市 首 个 获 得 美 国
LEED金级认证的建筑
项目。

据介绍，在珠海中

心的建筑方案设计之
初，即以绿色建筑作为
目标。华发集团联合国
际专业团队，从技术创
新到建筑选材、从环保
设计到施工节能，把绿
色理念贯穿于工程建设
的全寿命期，项目不仅
应用了建筑业十项新技
术中的10大项18子项，
还在绿色交通、雨水回
收、节能设备、室内空气
质量控制等各个方面，
格外注重绿色建筑技术
与建筑方案的融合。

在绿色人居方面，
华发集团也依托“优+生
活”体系打造绿色环保社
区，全面创新绿色建筑理
念，并通过其在全国二十
多座城市的项目传递，为
特区的生态文明优势作
出有说服力的代言。

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

积极开展
中法生态示范城市合作

本次绿建大会吸
引了不少国际顶尖的
科研机构，展示前沿绿
色建筑解决方案、科研
成果、创新技术。其
中，法国建筑科学技术
中心是欧洲最大的综
合性建筑科研机构之
一，长期专注于建筑产
品、建筑物和融入社区
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该中心联
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共同开展“中法生态
示范城市”合作项目，
并已在湖北武汉、山东
庆云、广东佛山等5座
城市落地。法国建筑

科学技术中心主席恩
田·克雷蒙告诉记者，
打造生态城市，最重要
是构建与国家战略、城
市目标、资源禀赋、环
境条件、人口布局、产
业形态相适应的空间
框架，为城市可持续发
展提供绿色动能。

克雷蒙表示，这是
他第一次来到珠海，在
参加会议同时，希望能
有时间参观一下这座美
丽的海滨城市。“我们希
望能有机会和珠海合
作，汇集中法两方的创
新力量，为珠海生态建
设贡献智慧。”

中建钢构：

为珠海推进生态宜居城市
建设提供助力

第十四届国际绿色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
术与产品博览会现场。

华发集团展台。

中建钢构展台。

中法生态城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