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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upport of

37个国家
192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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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科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强调，气候变化的后果已经显现，我们完成向零碳的过渡时间

已经不多了。为了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展，让我们首先使先驱者在全世界实施的多种

解决方案成为标准。只要我们知道如何识别它们，它们便触手可及！

为了让广大受众关注到创新、久经考验的解决方案，我们设立“绿色解决方案奖”寻

找为转变做出贡献的项目。令人得到启发的是，这些项目的建造形式不是统一的，但

它们都能以对象和成本来引导专业人员改变他们的实践。

生物基或可回收的建筑材料、当地供应链、再利用、建筑改造、生物气候、夏季舒适

的自然通风、可再生能源网络和水卫生，我们的评审团在近 200 个候选项目中选择了

启迪人心的、有效且可复制的项目。

现在去了解他们吧！



04

温带节能建筑 

解决方案奖

低碳建筑解决方案奖热带节能建筑 

解决方案奖

健康建筑解决方案奖

可持续发展城区 

解决方案奖

可持续发展市政项目 

解决方案奖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解决方案奖

绿色建筑解决方案奖

与世界分享您的案例！
绿色解决方案奖使创新和可复制的项目得到认可，吸引潜在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网络和社交媒体的 400 万浏览

量提高了参赛者的知名度，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业务。

通过 100 个合作伙伴以电视、会议、博客、线上会议等方式传播，数字信息战略得以巩固。

感谢绿色解决方案奖，让我们得到了客

户的信任。现在他们给了我更多的灵活

性，这让我可以在建筑设计时分享我们

的多学科方法。

Marc Campesi，Diagonale Concept 经理， 

其申报项目 Eco-renovation of KTR France’s head 

office 获得 2018 年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解决方案奖国际第一名

其他城市已经联系过我们，他们从我们

的具体项目中汲取了灵感。通过在哥本

哈根市的实践，我们有了更多的合作机

会。绿色解决方案奖给了我们展示该项

目的机会。

Carmen Muñoz-Dormoy，Citelum 总裁， 

其申报项目 Smart Lighting System in Copenhagen 获得

2018 年可持续发展市政项目解决方案奖国际第一名

“ ““ “

激发产生创新性的气候解决方案
世界范围内，资源高效利用和弹性城市解决方案已经存在，现在来了解他们吧！

2019 年，来自五大洲的近 37 个国家的 192 个建成项目参与了 8 类奖项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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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申报方

成为赞助商

成为媒体合作伙伴

我们的合作伙伴

In 2020, joIn The

加入我们！

您是：�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建筑和城

市的公司

收益：�贵公司将在比赛的每一环节（宣

传册、网站、活动）中展示

您是：媒体、展会、协会、学校…

收益：�您的图标将在评选的每一环节中

展示

您是：�承包商、建筑师、咨询机构、工程师、

开发商、建筑公司、制造商…

收益：发布最具创新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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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怎样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话题及其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是我们企业社会责任（CSR）战略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我们的运营和

服务项目中，我们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优化我们活动的环境足迹，促进循环经济，并使我们产品和服务

的质量成为提高效益的杠杆。

在建筑的建设，运行和改造过程中，我们为客户提供节能环保的解决方案，

同时保障用户的健康和福祉。

贵公司在可持续发展 /CSR方面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研发解决方案，应对客户新的需求和习惯（无论是投资

者、公司、个人还是地方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城市转型做出积极贡献。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支持房地产行业的一些举措，例如低碳建筑认证

（BBCA）、法国建筑能效研究所（IFPEB）、HQE- 法国绿色建筑委员

会联盟、以及 Construction21 及其绿色解决方案奖。

我们还制定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 ：

· 我们开展的项目 100％经过认证，并达到高级别 ：优秀或卓越。

· 2020 年交付的住宅项目 100％将获得认证。

· 2020 年交付的办公和住宅项目在运营中 100％受益于碳足迹审核。

2019 年，我们将与不同的企业和国家一起制定 3 个路线 ：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生物多样性和循环经济。

BNP Paribas Real Estate，房地产服务公司，位于 Porte de Saint-Ouen in Paris (17th 区 )。

绿色建筑解决方案奖

对Catherine Papillon的采访 
BNP Paribas Real Estate可持续发展部全球负责人

关于 BNP Paribas 
Real Estate 

BNP Paribas Real Estate 隶

属于 BNP Paribas，是欧洲领

先的房地产服务公司，业务涵

盖了房地产整个生命周期 ：推

广、交易、咨询、评估、物业

管理和投资管理。公司目前拥

有 5400 多名员工，为欧洲、

中东和亚洲的客户提供适应于

当地市场的服务。

2018 年，公司收益达 9.68 亿

欧元。

该奖项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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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温和地区自维持建筑的一个范例。作为半地下住宅，

它得益于周围土壤的热惯性。立面的太阳能系统和自然通风

可以使其根据季节和时间调节室内的太阳得热量，而无需任

何空调或供暖系统。

自维持性包括能源和水。电力是通过太阳能电池板获得，而

水则来自回收池，经过过滤用于家庭生活和饮用水。污水则

采用植物净化法处理。

在材料的选择上，巧妙地利用当地气候特点和资源。尽管是

现代建筑，该项目采用了泥砖墙和木结构。

建筑的模块化布局能够提升居住者的舒适感。房间的配置和

布局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或需要进行调整。

在独立住宅流行的地区，Autonomous House B 代表了一种

创新型的选择，以减少这类建筑对环境的影响。

承 包 商 ：Oualid Belakbil

施工管理 ： Archibionic Myriam Soussan et Laurent Moulin architects

制 造 商 ： Orienatelier Menuiseries bois; Menuiserie acier El Amri; 

Argilex

Technical highschool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学校建筑 / 卢森堡， 艾特布鲁克 

承包商 ：Public Building Administration 设计单位 ：Fabeck 

Architectes 建筑咨询 ：Betic Ingénieurs-Conseils S.A.; 

Daedalus Engineering SARL; EBP Schweiz AG; SECO 

Luxembourg 其他 ：D3 Coordination; Dehne; Kruse 

Brandschutzingenieure 

特别提名奖

PoPUP dorms
学生宿舍 / 奥地利， 维也纳

承包商 ：WBV-GPA 施工管理 ：Obermayr Holzkonstruktionen 

GmbH 环境咨询 ：LANG Consulting 设计单位 ：F2 

Architekten

其他 ：OeAD Housing Office; home4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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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eck Architectes

©home4students, LANG consulting

aUTonomoUs hoUse B

独立住宅 / 摩洛哥， 布斯库拉

特别提名奖

绿色建筑 
解决方案奖 
国际最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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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

我们认为所有建筑产业链的参与者都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也是我们行动

的出发点。这些年，集团通过研发外保温系统（EIFS），在提高建筑物的节

能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贵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们集团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建筑责任”基于 4 个社会使命 , 以应对我们面

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 :

· 持续的创新助力可持续建造 ；

· 通过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考虑，降低碳排放影响 ；

· 与我们的员工共同行动 ；

· 拓展我们的业务区域。

为进一步履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承诺，我们部署了三年气候计划，包括 ：

· 在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测量。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通过开展农林项目，为生态系统恢复提供资金，以适应和减少残留排放物

的影响。

2018 年底，我们实现了一部分目标 ：在我们开展业务的国家测量温室气体排

放量 ; 与供应商制定可持续供应计划，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两年的时间内，

在主要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开展 10 项农林复合经营项目，种植 58000 棵树，

减少碳排放。

积极的社会活动促使我们在服务本地社区的时候持续关注减少温室气体。

我们的目标是将可持续发展行动纳入我们所有的活动中，以促进可持续建筑的

发展。

温带节能建筑解决方案奖

对Louis Engel的采访 
PAREX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部经理

关于 PAREX

PAREX（派丽集团）是全球建

筑特种化学产品的领导公司之

一，专业于干混砂浆生产、提供

建筑解决方案，其核心业务包括：

外墙保温和装饰、瓷砖铺贴系统、

防水材料和混凝土。

PAREX 在 23 个国家拥有 74 个

生产基地及 4500 名员工，长期

开展各个层面的创新研究，为建

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解决方

案。ParexGroup 的 目 标 是 ：

成为国际市场，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最受信赖的合作伙伴。自

2019 年 5 月 23 日 起，PAREX

成为了 SIKA 集团的一部分。

该奖项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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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柏林阿德勒肖夫区的标志性项目，该项目旨在超越 KfW 

Efficiency House 40 + 标准，成为一个正能量建筑，其主要

创新来自于立面的光伏板，光伏板的排列方式较为隐蔽，使

建筑很好的融入到周边城市环境中。花园和入口区域有助于

土壤的渗透作用。

建筑的碳足迹一直是很多工作的主题。混凝土仅用于结构，

外表面由木质幕墙覆盖，同时使用纤维素和回收的木材用于

保温。最重要的是，在生命周期结束时，该项目是可以拆卸的。

在设计阶段还考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室内设计可以随着建

筑或居住者生活的不同阶段而演变，公寓之间的隔墙易于重

新设计。

承 包 商 ：Newtonprojekt GbR

施工管理 ：Deimel Oelschläger Architekten Partnerschaft

结构计算 ：Lichtenau Himburg Tebarth Bauingenieure GmbH

热力咨询 ：pi Passau Ingenieure GmbH

其  他 ： Dr. Ing. Gabriele Holst; Büro 1.0; Low-E 

Ingenieurgesellschaft für energieeffiziente Gebäude

neWTonProJecT hoUse 1

集体住房 / 德国， 柏林

五方科技馆

办公、 住宅建筑 / 中国， 郑州 

建设单位 ：河南五方合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方案设计单位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Julien Forthomme

neW Police office
办公建筑 / 比利时， 莫伦贝克 - 圣让 

承包商 ：Zone de Police Bruxelles-Ouest 施工管理 ：

Bureau d’architectes Emmanuel Bouffioux (BAEB)

建筑咨询 ：TPF - Engineering S.A. 结构咨询 ：ABCIS-Van 

Wetter S.A. 热力咨询 ：NEO & IDES sprl

制造商 ：BAM Belgium - Galère Sa

认证单位 ：Bruxelles Environnement IBGE; Arcadis Belgium

特别提名奖

特别提名奖

温带节能建筑 
解决方案奖 
国际最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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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DEME

法国能源与环境管理署（ADEME）

参与环境、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政策实施。

为了推进环境友好的方法，管理署

向公司、地方当局、公共机构和公

众提供专业智力支持。同时，管理

署还为节能建筑从研究到实施全过

程提供资金支持。

热带节能建筑解决方案奖

DOMINIQUE CAMPANA 
法国能源与环境管理署（ADEME）国际事务部总监

Media Library Wild South，2018 年国际“热带节能建筑解决方案奖”第一名

法国能源与环境管理署 ADEME 在欧洲和国际层面合作并发展伙伴

关系，分享行业知识和最佳实践，并支持全球范围的生态转型。

在建筑领域，ADEME 与地中海、西非和东南亚国家的对应机构合

作，传播最佳实践 ：制定公共政策和法规、培训计划、部署示范项

目。ADEME 与法国开发署（AFD）和 Giz 联合开展的建筑节能计

划（PEEB）使专业技能和项目融资机制得以结合。 

ADEME 依靠海外领域的经验开发了针对热带气候的方法和工具，

与位于热带地区的合作伙伴共享。因此，在 2018 年上线的第一期

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中，“热带潮湿地区的可持续建筑”

有 500 名业内人士参加，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法国以外，特别是非洲

讲法语的国家。MOOC 将翻译为英语进一步扩大其传播范围。

新兴国家的空调需求正在激增，而这些国家通常位于热带地区。国际

能源署预测，到 2050 年空调能耗可能翻三番，其中 70％用于住宅。

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高湿度气候），通过结合高性能和无污染

的系统，推广生物气候方法对于减少建筑能耗尤为关键。ADEME

致力于这一方向工作的推动。

该奖项支持机构



©
U

M
A

11

该项目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最少的碳足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各参与方从该地区的传统建筑和用户中获取灵感，提出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

因此，该项目的设计构想是，大学的课程能够在室内和室外

同时进行，这样可以减少建筑空间面积，增多绿化面积。建

筑屋顶上种有绿植，起到了天然保温层的作用。建筑由土砖

砌成，墙和窗框由木材制成。与标准建筑相比，减少了 70%

的碳足迹。

由于没有暖气，而且完全依靠自然通风，该项目的环境影响

因素只有水耗，因此，水处理受到特别关注。该大学的雨水

收集和黑水处理系统几乎满足了自主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满

足了生活热水的需求。

承 包 商 ：Miguel Campero Cuenca

设计单位 ：Oscar Hagerman

投资单位 ：Federico Llamas

www.construction21.org

© Essam Arafa,  
Waleed Arafa,  
Tariq Al Murri

UNIVERSITY OF ENVIRONMENT
校园建筑 / 墨西哥， 巴列德布拉沃 

BasUna mosQUe
宗教建筑 / 埃及， 苏哈格 

承包商 ：Dar Arafa Architecture 施工管理 ：Dar Arafa 

Architecture 其他 ：Hisham Negm; Ahmed alHadary Amr 

Haggag Waleed Samir; Bishoy Nagy

特别提名奖

热带节能建筑 
解决方案奖 
国际最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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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建设阶段还是运营阶段，工厂不一定意味着巨大的碳足

迹，这家 3800 平方米的正能量工厂证明了这一点。地源热泵

生产热量和冷量，通过光伏发电机和废物回收生产电量。

该项目使用当地生产的不到 30 公里的稻草填充木墙，减少了

施工阶段的碳足迹。并且，项目可以完全拆卸和扩建。

设计方法也是创新的。该项目的生态设计是与其住户合作完成

的，这导致对舒适性（声学，室内空气质量，照明等）的高度

关注。办公室原来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

最后，选择在郊区建造工厂，靠近大多员工的家，可以减少

日常通勤排放碳。

承 包 商 ：AEREM

施工管理 ：Seuil Architecture

热力咨询 ：Soconer

aerem facTorY

工厂建筑 / 法国， 普洛德朗

www.construction21.org

KonsegUela BUsiness 
area
活动区域 / 马里， 康塞格拉 

承包商 ：Groupe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Environnement et 

Solidarité (GERES) 施工管理 ：GERES  

施工单位 ：Entreprise Karim Dembélé + artisans et apprentis 

VN 开发单位 ：Association la Voûte Nubienne (AVN)  

其他 ：Al-Mizan -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Ecology in 

Sahel; Association Malienne d’Éveil a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MEDD)

©GERES - Fertl Ink

© Envirobat Centre et  
éco-construction sud-touraine

ecoconsTrUcTion cenTre 
of BeaUlieU-lÈs-loches
示范中心 / 法国， 博利厄莱洛谢 

承包商 ：Communautéde communes Loches

Sud Touraine 施工管理 ：180° 

建筑咨询 ：SOCOTEC 热力咨询 ：EFFILIOS 

结构咨询 ：ARCABOIS 其他 ：C2A

特别提名奖

特别提名奖

低碳建筑 
解决方案奖 
国际最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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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给比利时苏伊格内斯森林护林员设计的被

动式建筑。它与森林环境融为一体，直接激发了人们

的幸福感和工作积极性。室内的光线经过精心的设

计，与外界环境相互交融，尤其是空地上的视野。这

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它既尊重周围的环境，也尊重来

这里工作的人。同时也初步研究了建筑材料对室内空

气质量的影响。

承 包 商 ：IBGE

施工管理 ：Gillion Construct - Entreprise générale

设计单位 ：B612 Associates

结构咨询 ：Greisch

其他咨询 ：Matriciel; OLM Paysagistes

www.construction21.org

foresTrY Brigade

工艺建筑 / 比利时， 布鲁塞尔

该项目在注重绿色环保的同时，提倡“以人为本”。

针对设计院工作强度大，员工运动少、压力大等健康

问题，提出构建 4 大特色健康空间 ：舒适办公空间、

健身运动空间、健康管理空间、休闲娱乐空间，以期

为使用者提供一个舒适愉悦同时充满活力的工作环

境。作为城市有机更新中具有代表性的绿色实践，项

目在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健康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

设计单位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咨询单位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新建业务用房

办公建筑 / 中国， 天津

Forestry Brigade T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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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筑 
解决方案奖 
国际最佳奖

在这个类别中，我们有两个最佳奖，因为这两个项目都得到了评审

团的认可，一个是人性化的设计方法，另一个是实现以人为本采用

的科技方法。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为什么这两个项目并列获奖 !



14 www.construction21.org

Greenpeace Spain 正在为其总部寻找与其价值观相对应的

建筑，需对所使用的材料，能源效率以及使用者的舒适性进

行研究，且成本也必须得到控制。

最终通过了创新性的改造方案，其设计侧重于易于复制。空

调使用无氯氟化液体的空气 / 水交换系统，该解决方案还可以

减少使用气压增压器设备的能耗。

这是一座被动式建筑，其电力由附近的风力发电机产生。因

此，所有供热生产均基于电气解决方案。

对材料进行生命周期分析并评估其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

地板由软木制成，保温材料由回收的纺织品制成，油漆是有

机的，该项目施工的宣传海报已被回收制成灯罩。

最后，在尼加拉瓜的重造林补偿了这次改造项目的碳足迹。

承 包 商 ：sAtt Triple Balance

施工管理 ：sAtt Triple Balance

设计单位 ：sAtt Triple Balance

开发单位 ：Greenpeace España

热力咨询 ：Alter Technica Ingenieros

施工单位 ：3B Ingenieria y Consultoria

其  他 ：Maria Gil de Montes

环境咨询 ：Fundacion para la Salud Geoambiental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解决方案奖国际最佳奖

首钢老工业区西十冬奥广场 

改造项目

办公建筑 / 中国， 北京 

建设单位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咨询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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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van Zwieten

greenPeace sPain 
headQUarTers

办公建筑 / 西班牙， 马德里

flaTmeTToeKomsT
集体住宅 / 荷兰， 乌得勒支 

承 包 商 ：Mitros; Vios Bouw

施工管理 ：Nieuw Utrechts Peil

设计单位 ：ONB

热力咨询 ：Nieman Raadgevende Ingenieurs

特别提名奖

特别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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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Mijnwtaer B.V 推出并运营的供热 & 制冷系统可能是欧洲

最具创新性的区域供热网。它使用的资源一直保持不变，直

到 2005 年海尔伦市政府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几十年来使

用充满地下水的古老矿山中的水的可能性。

地热源为 25 万平方米的建筑物供热和制冷，包括大型办公

楼、超市、商店，教育建筑、工厂和 400 所住宅。

在 5GDHC（第 5 代）系统中，冷热量在用户之间进行交换，

剩余的冷热量被储存在矿井水中，以备日后使用。夏天给建

筑物降温有助于为冬天的储热设备蓄热。

该系统位于末端用户附近，能源需求的大幅减少使二氧化碳

排放量减少了约 65％。

该技术易于复制是其主要的优势。 5GDHC 技术适用于所有

类型的热源。海尔伦附近的 Parkstad-Limburg 已经在开发

试点项目，而欧洲 D2Grids 项目则计划在整个西北欧部署这

种类型的热网。

项目持有单位 ：Mijnwater BV

建设单位 ：Mijnwater BV

管理单位 ：Mijnwater BV

miJnWaTer

供热 & 制冷系统 / 荷兰， 海尔伦

长垣河湿地自然公园

净化系统 / 中国， 祁县

项目持有单位 ：祁县

施工管理 ：Phytorestore; IPPR

管理单位 ：长垣河湿地自然公园管理委员会

投资单位 ：French Development Agency (AFD)

manono
太阳能装置 / 刚果， 马诺

项目持有单位 ：SNEL National Electricity Company

建设单位 ：Enerdeal; Groupe Forrest

©Phytorestore/Thierry Jacquet

可持续发展市政项目
解决方案奖国际最佳奖

特别提名奖

特别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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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lum, Dijon Metropole 公共空间的互联管理项目©Jacques Blanchard

可持续发展城区解决方案奖

对Jean-Pierre frémont的采访 
EDF当地主管

为什么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随着参与者以可持续和具体的方式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EDF 及其子公司提供了许多能源服务和专业解决方案，这些服务和

解决方案正日益适应当地政府的需求以及能源转型的挑战。我们的目标是在尊重 21 世纪低碳要求的同时，促进经济活动和

地域创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建设可持续的城市。

通过我们的适应性、技术专长以及广泛的技能和解决方案，EDF 认可其建议的可

靠性及其技术选择的相关性，以服务于能源转型和绿色增长。

这使我们的客户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受益于专业解决方案和相关建议。因此，他

们可以获得无碳排放的高效能源服务，该服务可满足多种不同情况和需求。

贵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什么行动？

能源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能源正变得越来越分散、无碳、数字化。客户越来越多

地参与到他们的消费和节能中来。我们尽量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海洋能等自

然资源。

所有这些创新也使我们变化和发展。在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上，这种

转换的愿望将一直贴近客户和地区，这是我们新的战略 CAP2030 ：成为负责任的

电力供应商，低碳增长的倡导者。

我们承诺在 2017 年至 2030 年期间在我们已经很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基础上降低

40%，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到 2035 年开发太阳能 30 千兆瓦。

此外，我们还根据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 6 项企业责任目标 ：

· 气候和碳

· 集团员工的发展

· 向客户，特别是弱势客户提供服务

· 能源效率

· 对话和协商

· 生物多样性保护

该奖项支持机构

关于 EDF

作为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

EDF 集团是一家能源供应商，

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服务领域

的业务日益增多。EDF 及其子

公司通过 EDF 能源解决方案，

为法国客户提供性能和能效解

决方案。

EDF 及其子公司已经在为城市

照明、住宅供暖、电动汽车充

电、本地电力生产、储能、热

智能电网和智能电网等提供新

能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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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是大规模低碳区规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 2000

至 2030 年间，当地的重建公司 SPL Lyon Confluence 将

开发或修复 150 公顷的土地，一半是现有区域，一半通过新

建筑和公共场所进行。2019 年，已新建 50 万平方米的高性

能环保建筑（被动式和正能源），并计划在短期内再增加 7 万

平方米进行翻新。

30 个光伏发电装置可提供的电力超过 2 兆瓦，相当于 1000

户家庭的年用电量，并且正在开发智能电网。

除了考虑碳足迹和能源之外，该地区还是城市和社会融合的

典范。它提供办公室、公共设施和商店，还为各年龄段的人

们提供住房（学生和老年公寓、社会住房、代际住房）。

Lyon Confluence 是真正的城市创新实验室，它通过开发包

括出行、数字技术和居民的健康和福祉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代表着构想城市的一种新方式。

项目持有单位 ：Société Publique Locale Lyon-Confluence

开发单位 ：SPL Lyon Confluence

咨询单位 ：Enertech

协助承包单位 ：TRIBU; Hespul

投资单位 ：European Commission

可持续发展城区 
解决方案奖 
国际最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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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hnbund.consult

lYon-conflUence

城市更新 / 法国， 里昂
特别提名奖

特别提名奖

simmering smarT ciTY
城市更新 / 奥地利， 维也纳

管理单位 ：City of Vienna, MA 25 Urban Renewal

开发单位 ：BWSG; Stadt Wien, Wiener Wohnen

经营单位 ：Kelag Energie und Wärme; Wiener Stadtwerke; 

Österreichische Post AG; Sycube

其他 ：Siemens AG; Austr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IT)

广州琶洲西区绿色紧凑高效的 

都市营建

城市更新 / 中国， 广州

设计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

管理单位 ： 广州市琶洲会展总部和互联网创新集聚区

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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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

评委

评委

评委

NaNcY THOMaS 
Inspiring more Sustainability 
Luxembourg (IMS Lux)

Tala aBU SHUQaI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 Cooperation / Global Alliance 
for Buildings & Construction (GABC)

MIRjaM 
MaccHI HOwEll

R20 - Regions of Climate Action
DaVID alBERTaNI

University of Liège

jEaN-MaRIE
HaUglUSTaINE

DGNB / German Sustainable 
Building Council

可持续城区 / 市政�
评审团主席

可持续建筑�
评审团主席

温带 / 热带节能建筑�
评审团主席

低碳 / 健康建筑�
评审团主席

cHRISTINE 
lEMaITRE

国际评委

jEaN-FRaNçOIS DaNON 
Paris Métropole Aménagement 
(PMA)

léO aTTIaS 
FIABCI

DaVID DORNBUScH 
Clean Tuesday

aNTOINE PERRaU 
Lab Réunion

céDRIc BaEcHER 
Nomadéis

RégIS lE cORRE 
ESPI Group

李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RaQUEl DIEZ 
Spanish Green Building Council 
(GBCe)

PIlaR MERcaDER 
University of Séville

MaRIa PERalTa 
La Salle

caRlO RaTTI 
Carlo Ratti Associati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MaRcO D’EgIDIO 
Independent Engineer

王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ZHIBINg MaO 
China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王清勤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céDRIc aNBERgEN 
BSolutions

PaScal SIMOENS 
University of Mons

MUSTaPHa cHaFIK 
Al Omrane Holding

BRaHMaNaND MOHaNTY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DEME
aNg KIaN SENg 
Buildings &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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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评委

céDISSIa aBOUT City of Paris
ERIc aUBSPIN Phosphoris
NaTHalIE aUBURTIN Cadre de Ville
FlORE BIENFaIT Solution ERA
BENOîT BlaNcHaRD Aérodynamique Eiffe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entre for Building (CSTB)
jEaN-PIERRE BOSQUET Syndicat national des architectes 
contractants (SNACG)
BERNaRD BOYEUX BioBuild Concept
THIERRY BRaINE-BONNaIRE Energisme
jEaN-lUc BUcHOU Cercle Promodul / INEF4
MaRc caMPESI Eospace / Diagonale Concept
SOFIaNE cHIKH Eiffage Aménagement
FRaNçOISE cOlaITIS Cap Digital
STéPHaNIE DUBOURg VELUX
aRNaUD DUTHEIl CAUE de Haute-Savoie
PHIlIPPE ESTINgOY Agence Qualité Construction (AQC)
jUlIE FERNaNDEZ National Council of Architects (CNOA)
RENé gaMBa CINOV Federation / National Council of Noise (CNB)
cYRIl gERNEZ Géodiagnostic / CINOV Hauts-de-France
BRUNO gOUallOU LLC Avocats
PéRINE HUgUET Atelier 13
FlORENT lacaS Batiactu

caROlINE laFFaRgUE Eurofins Environnement / HQE-French 
GBC Alliance
jUlIE lE ROUX Greenflex
cHlOé lEQUETTE Ceebios
caROlINE lESTOURNEllE HQE-French GBC Alliance
aURélIE lUTTRIN Webradios Éditions
PHIlIPPE MalBRaNcHE French National Solar Energy Institute 
(INES)
XaVIER-RéMY MaRc Forseti Consulting
FRaNçOIS MaUPETI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entre for Building 
(CSTB)
OlIVIER ORTEga LexCity avocats
laURENT PEREZ Ekopolis
STéPHaNE RUTaRD National Federation of Public Works (FNTP)
alEXaNDRE SEVENET Nepsen
FaBIEN SUPIZET InnoEnergy
HUgUES VéRITé French Associ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ducts 
Industries (AIMCC)
jEaN-cHRISTOPHE VISIE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entre 
for Building (CSTB)

法国

MaRcO D’EgIDIO Independent Engineer

意大利

RégIS BIgOT Neobuild
jéRôME PETRY Ministry of Economy of Luxembourg
FRaNcIS ScHwall Neobuild

alEXIS SIKORa IFSB
STEVE wEYlaND Team 31 Architectes

卢森堡

MOHaMMED aHacHaD 
Faculty of Sciences and Technics of Tangier / Cluster EMC
aSSIa gOUDa 
Cluster EMC

KaMal MalTOUFI 
Al Omrane Lakhiayta / Cluster EMC
aBDEllaTIF TOUZaNI 
Ecole Mohammadia / Cluster EMC

摩洛哥

比利时
NaTHalIE aBRaSSaRT University of Mons
jEaN-MaRIE HaUglUSTaINE University of Liege
STéPHaNIE NOURRIcIER Passive House Platform (PMP)

PaScal SIMOENS University of Mon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IcOlaS SPIES Construction Confederation in Wallonia (CCW)

德国
cHRISTINE lEMaITRE German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DGNB)

中国
王有为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 毛志兵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清勤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存东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燕辉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险峰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戴德慈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孟 冲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了解获奖和申报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construction21.org

Construction21国家级分支机构

作为可持续建筑和城区领域的国际组织，Construction21国际通过欧洲、中国和北非的11

个国家级平台和1个国际平台，公益传播相关信息和最佳实践。每年有500,000位业内人士

访问Construction21国际网站，访问量达7,000,000次。

支持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