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已获得运行标识的804万平方米绿色建筑

每年可节约标煤近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0多万吨

降低粉尘近2000吨，产生了较大的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

2222万平方米

147个项目

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设计标识

97个

标识面积

1418
万平方米

运行标识

50个

标识面积

804
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制图/单莉伟

经济新闻│032016年8月11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王恒昀 石可欣

□本报记者 谭勇

绿色建筑带来“绿色”效益

在安阳市文峰大道东段，有一座
“高大上”的建筑十分醒目，红色的“市
民之家”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为
什么说它“高大上”？跟随记者的脚
步，你可以看到，这里设置了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供电、地源热泵系统、地下
车库设置光导管照明及建筑中水回用
系统等，处处体现了“绿色”概念，诠释
着绿色建筑的要义。

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建筑能源
消耗比例达40%，并且随着城镇化进一
步推进，建筑能源消耗比例还会继续扩
大。绿色建筑是在建筑的全寿命期内，
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
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我省已经建成的绿色建筑项目彰
显出节能减排的明显成效。经综合测
算，绿色建筑每万平方米每年可节约
标煤 240吨左右，我省已获得运行标
识的 804万平方米绿色建筑，每年可
节约标煤近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0
多万吨，降低粉尘近 2000吨，产生了
较大的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

“真金白银”支持绿色建筑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的统计

数据表明，我省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数量及面积居于全国前列。发展“绿
色建筑”，我省更是“真金白银”进行奖
励。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
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我省住房
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加大
绿色建筑的资金投入，2015年至2017
年省级财政对获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的项目，每平方米奖励10元或 20元。
仅在去年，我省财政就分两次拿出共
5210.4 万元对星级绿色建筑进行奖

励。“绿色建筑”成了各地政府和企业
眼中的“香饽饽”。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2222万平方
米、147 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其中设计标识 97 个，标识面积
1418万平方米；运行标识 50个、标识
面积804万平方米。从低到高按星级
划分，我省一星级绿色建筑 41项 537
万平方米，二星级101项 1588万平方
米，三星级5项97万平方米。

绿色建筑发展尚不均衡

目前，覆盖我省不同建筑类型的
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健全，全
省18个省辖市、10个直管县全部出台
了相应的激励政策，但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

有关人士分析，受经济发展水平
制约，我省各地绿色建筑呈现不均衡
发展。郑州、洛阳绿色建筑发展较快，
其他地市绿色建筑相对发展较慢。目
前我省出台的绿色建筑激励政策，仅
对近3年获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项
目进行奖励，缺乏长效激励机制，不利
于我省绿色建筑中长期发展。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我省将坚持单体向区域
转变，以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为切入
点，引导绿色建筑区域推进，加快城镇
化绿色进程。重点做好公益性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及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
房等项目，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
励建设高星级绿色建筑；鼓励新建商
品住房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引导绿色
农房建设，重点支持基础条件好，发展
潜力大的市（县），建设绿色社区、绿色
小城镇、绿色生态城区，梯度式推进绿
色建筑规模化发展。②8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8
月 10日，记者从济源市获悉，在近日
发布的《2015 低碳中国行低碳案例
评选集》中，济源市公共自行车应用
示范项目和公众出行服务系统作为
优秀案例刊登入册。

据悉，《2015低碳中国行低碳案
例评选集》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牵头，由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
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绿色出行专项
基金”和中国低碳联盟共同组织实施
并发布的。

济源市公共自行车应用示范项
目从2013年开始实施建设并投入运
行，一期建设33个站点，设置600个
锁车器，投入 500辆自行车，项目总
投资估算为 560万元。随着建设生
态城市、低碳城市的观念深入人心，
500辆公共自行车已满足不了市民
低碳出行的需要。2014年该市交通

部门实施了公共自行车二期工程，新
建 14个站点，再投入 300辆自行车
和300个锁车器。

济源市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围
绕构建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体
系，不断推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大 幅 提 高 公 共 交 通 出 行 分 担 比
例。交通部门不断优化客运班线
的线网布局和站场布局，力推联程
售票、网络订票、电话预订等方便
快捷的售票方式及信息服务，提高
客运实载率。同时，大力发展绿色
货运和现代物流，加快推进具有仓
储、运输、包装、配送、交易等综合
功能的现代物流基地建设。

省交通厅专家表示，济源市两个
项目的入选是我省积极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成果体
现，也将为我省其他城市的低碳交通
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梁
喜英﹚8月 10日，记者从河南能源获
悉,银鸽实业四川银鸽竹溶解浆项目
日前顺利投产,该产品打破了竹溶解
浆生产与经营的国际垄断,填补了国
内产品空白。

竹溶解浆是一种新型天然纤维，
具有绿色、环保、抗菌、抑菌等特点，
也是国家纺织行业和化纤行业“十二
五”规划重点鼓励发展的新型纤维。
由于所需原料受地域限制，目前仅在
中国西南地区可大规模生产。银鸽
实业旗下的四川银鸽所在地泸州是
全国杂竹主产区，拥有丰富的竹子资
源，特别是生产竹溶解浆所需的最佳
品种慈竹产量占比较大，具有得天独

厚的原料优势。
据了解，四川银鸽溶解浆项目是

目前全球唯一一条可将普通竹溶解
浆扩展到特种竹溶解浆的生产线，该
公司自主研发的弱化预水解硫酸盐
法工艺，不仅生产周期较短，而且生
产能力可提高30%~50%，产品质量
稳定性和均匀性可大幅提高。

四川银鸽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溶解浆项目的顺利达产，银鸽实业
强化研发实力，引进专业技术人员设
立实验室，建立了一支由行业顶级专
家组成的技术团队。同时,还先后组
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工艺、技术和工
程系统的升级改造,真正满足了竹溶
解浆生产的需求。③7

本报讯 作为一家发轫、深耕于
郑州的本土企业，正商集团继去年
登陆中国香港资本市场、控股正恒
国际控股公司（香港主板上市公司）
之后，今年再次扬帆远航，对接美国
资本市场，今年6月 29日，正商集团
旗下的美国GMRE公司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纽交所”）开盘上
市，并于 7月 22 日在纽交所敲响上
市钟声。自此，正商已在中国香港
和美国纽交所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这标志着正商阔步迈向国际化、证
券化、品质化“三化”一体的发展战
略新纪元。

据悉，GMRE 的全称是 Global
Medical Reit Inc，意即全球医疗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正恒国际的子公
司。自GMRE股票6月29日在纽交
所主板市场开盘上市，截至7月22日
即在纽交所敲钟当日，已发行股本
1500万，募集超过 1.5 亿美元，总市
值超过1.7亿美元。③3 （军伟）

绿色建筑扮靓中原大地
8月 10日,从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传来消息，随着

全省第二批 11个绿色建筑

评价标识项目出炉，今年以

来我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

目 已 达 25 个 ，总 面 积

431.22万平方米。目前，全

省共有2222万平方米、147

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兼具环保与节能优势，

提高生活空间品质，绿色建

筑正在逐渐扮靓中原大地。

核心提示

打破国际垄断 填补国内空白

银鸽实业
竹溶解浆生产项目投产

济源两项目入选
“低碳中国行”优秀案例

正商集团旗下美国 GMRE
公司成功登陆纽交所

8月 9日，纺织工人在安阳县柏庄镇小晓布业的织布车间作业。安阳珠
江村镇银行坚持“支小支农”，向辖区内57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3700万元，
助力小微企业引入先进技术，增产增效。⑨2 王建安 摄

□何楠 摄影报道

8月 10日，河南省首届智
能制造创新创业大赛在荥阳举
行。大赛聚焦“智慧工厂与智
能装备”、“机器人”、“3D打印”
和“智能家居”四大热门专业领
域，吸引了省内众多智能制造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在内的
创业者参与。⑨2

□本报记者 樊霞

据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我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为1500万
人，占15.82%；65岁及以上人口为913
万人，占9.63%。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
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
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
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

随着我省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
深，如何养老正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传统“养儿
防老”观念影响，目前大多数人还难以
接受送老人去养老院的做法。而养老
院条件不好或不舍得花钱也是人们不
愿去养老院的原因。

74 岁的王阿姨家住郑州市经二
路。8月10日上午，王阿姨告诉记者，
自己和老伴身体很好，现在和孩子在
一起住。自己也曾打听过郑州市养老
院的情况，条件好一些的养老院离市
区较远，有的还必须提前预约才有床
位。“其实如果养老院离家近，条件好，
自己又能负担得起，我觉得也可以考
虑去养老院。”

实际上，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目前公办养老机构较少，早已无法
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
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民办养
老机构，养老机构的建设迅猛发展。
养老服务业正在转为“朝阳”产业 。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四十岁
左右、中等收入的人群，大多愿意未
来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养老院集体

养老；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65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医养结
合型护理养老模式目前受到市场欢
迎。

“说到底，现在的养老机构要提供
多种服务才能满足老人们的养老愿
望。”河南信合投资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林旭说，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老人们对养老的质量也有较高要
求。养老机构提供多种便捷的服务，
拥有优美的居住环境，并且服务价格
适合中等收入人群，才会有较大的市
场。

养老市场前景繁荣，但也必须看
到，在曙光到来的前夕，社会养老行业
需要熬过一段“寒冬”。

首先是养老观念尚需扭转和培
养，很多人愿意重金养孩子，却不舍得

重金养老。其次是社会兴建养老机构
遭遇融资难，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
河南怡和投资建设集团财务总监马艳
无奈地说，集团正在投资兴建一座休
闲+康复的综合性度假养老机构。可
养老产业回收周期长，很多银行的贷
款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建设运营的需
要。

更重要的是，政府观念也需要转
变。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中起
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制
定更好的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让市
场引导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目前
养老产业发展正在由政府建养老
院、补贴福利等，向政府购买养老服
务并进行监管的方面转变，需要更
多地动员社会力量及市场力量，把
产业做大。②40

未来我们该在哪儿养老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孙勇）记
者8月 10日从洛阳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获悉，总投资 50亿元的中
关村（洛阳）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日
前签约，建成后将成为全省首个军民
融合产业示范区。

按照项目规划，中关村（洛阳）军
民融合产业园将在产业综合竞争力、
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军民对接机制等
方面争取突破，新建 10家以上军民

融合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培育5家省
级军民融合重点企业研究院，创建若
干省级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据了解，中关村（洛阳）军民融合
产业园将整合洛阳市民营经济的技
术、市场和资本优势，强化与军工企
业、科研院所、部队等单位的战略合
作，以“军转民”和“民参军”为突破
口，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③7

全省首个
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签约

右图 小朋友在展示用
微信照片打印机现场打印的
照片。

“智”汇中原

左一 郑州科技学院的
选手展示用手机控制的智
能照明系统。

左二 观众在观看展示
的磁悬浮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