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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规划目的 

在全球推进资源节约型国家的趋势下，为响应国家发展绿色建筑政策方针，贯彻落实《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及《浙江省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结合

建德市现状，编制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以期达到促进建德市绿色建筑发展的目的。引进先进绿色建筑技术体系，整合建德市各产业资源优势，推进建筑工业化

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彰显建德市绿色生态的品质。 

 

1.2 规划原则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科学分析规划区域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技术发展基础、条件和趋势，坚持“被动优先、主动优化；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统筹兼顾、突出重

点”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类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技术的协调发展。 

 

1.3 规划依据 

1.3.1 国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1）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10.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0）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GB33/1092-2016） 

《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5）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 号） 

《建筑产业现代化国家建筑标准设计体系》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既有建筑改造绿色评价标准》GB/T 51141-2015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财建[2012]167 号） 

 

http://www.baidu.com/link?url=oL9GpmhXIDbryB4DPAlovN5nWfTblu74af32oYMDwoh6GolfMgppiuZG-EC4RG1d7qSu_2yZSZhRx_un1lln4hNBecd_4jUHgQFUFWUFg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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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浙江省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2010.10.1）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2016.5.1） 

《浙江省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浙江省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浙江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十三五”规划》 

《浙江省绿色建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关于加快推进住宅全装修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贯彻绿色建筑条例加快推进建筑工业化发展实施意见》 

《关于开展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建设发[2016]149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11]56 号） 

《关于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的意见》（浙政发[2012]52 号） 

《浙江省深化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意见》（浙政发[2014]15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应用工作的通知》（浙建[2016]1 号） 

《关于修改<浙江省民用建筑节能评估和审查管理办法>的决定》（浙建[2016]4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2014）》（浙政发[2016]111 号） 

1.3.3 杭州市 

《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杭州市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7 年杭州市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工作要点》 

《杭州市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 

《杭州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1.3.4 建德市 

《建德市域总体规划（2007-2020）》 

《建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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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4 规划范围 

本次专项规划区域范围为建德市，重点为建德市中心城区，同时应明确所辖重点镇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发展目标。中心城区范围包括新安江、洋溪、更楼三个

街道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区以及下涯镇镇区和杨村桥镇区，规划面积为 105.95 平方公里。 

 

1.5 规划期限 

根据《浙江省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绿色建筑专项规划有效期为 10 年的规定，规划期限为 2016-2025 年；其中近期规划期限为 2016-2020 年。 

 

1.6 法律效力 

（1）本规划是建德市绿色建筑发展的总指引。在规划期限内，凡在规划区范围内进行的与绿色建筑相关的规划及建设活动，均应适应本规划的规定； 

（2）本规划的解释权归建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有； 

（3）本规划经建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 

 

2 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总体发展目标及定位 

2.1 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2.1.1 绿色建筑总体发展目标 

在近期经济适用、远期适度超前的大原则下，参考上级规划标准，将本次规划目标定为： 

在本次规划区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按照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实施绿色建筑全覆盖；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

他公共建筑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 

近期 2020 年，二星级绿色建筑比例不低于 15%，其中三星级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3%以上； 

远期 2025 年，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20%以上，其中三星级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5%以上； 

2.1.2 建筑工业化总体发展目标 

（1）技术指标 

2017~2020 年目标：全市保障性住房项目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政府投资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工程全面应用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至 2020 年，实现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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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30%以上。  

建德市近期中心城区（包括岭后—朱家埠单元、叶家—更楼单元、更楼中心城区单元、桥南单元、南山单元、白沙单元、桥东单元、溪头单元、山河单元、焦山

单元、洋溪单元、洋安单元、洋溪新区单元）范围内新建住宅全面实行全装修，实现成品交房。近期中心城区划分详图集（附图 03） 

2021~2025 年目标：全市保障性住房项目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政府投资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工程全面应用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至 2025 年，全市装配式建筑

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50%以上。 

建德市远期中心城区（范围扩展至下涯单元、黄饶单元、绪塘单元、杨村桥单元）范围以内新建住宅全面实行全装修，实现成品交房。远期中心城区划分详图集

（附图 03）。 

（2）产业发展 

推广应用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和装配整体式钢结构实用技术，完善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体系和技术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标准规范和工程建设管

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研究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相关政策，加快引进和培育新型建筑工业化开发、设计、施工、监理和生产企业、设备、技术、人才等力量，加快培育产业链，尽

快形成一批以骨干企业为核心，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集群。 

2.2 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总体发展定位 

本次规划的总体发展定位为：省级绿色建筑示范市。 

作为未来浙江西部的交通枢纽及生态旅游城市，建德市应在提倡生态建设的同时，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加快绿色建筑的推广步伐，实现从节能建筑到绿色

建筑的发展，成为我省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同时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领域的建设，充分发挥浙江西部节点城市的标杆作用。 

 

3 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总体发展战略及技术路线 

3.1 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总体发展战略 

3.1.1 绿色建筑的总体发展战略 

（1）推行规模化战略，助力新建建筑绿色化建设 

鼓励高星级绿色建筑建设。深入贯彻《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要求，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农民自建住宅除外）全部按照一星级以

上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高星级绿色建筑的建设；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公共建筑全面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强

制性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运营，并积极争创三星级绿色建筑。鼓励其他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的技术要求进行建设。  

（2）推行提升性战略，加快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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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优化能耗监管体系。推进公共建筑用能监管工作，扩大能耗监测范围，并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优化监测水平与分析诊断，健全和完善各类公共建筑合理用能指

南。探索建立各类公共建筑能耗审计、节能执法监察制度。 

2）引入市场化服务模式。积极扶持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服务模式，加快建立规范有序和良性运作的绿色化改造市场。积极探索并开展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和碳排放交易工作机制，鼓励应用公私合营（PPP）、能源托管等创新模式。 

（3）推行支撑性战略，促进建筑可持续发展 

1）加大技术研发运用。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等力量，加大技术研发支撑力度，加快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突破与配套技术研发，逐步建立

本土化的绿色建筑技术集成体系。围绕 BIM 技术推广，深入挖掘 BIM 在实现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方面的技术优势，提升绿色建筑模拟分析和优化改进能力。 

2）培育绿色节能产业。推广运用安全耐久、节能环保、施工便利的绿色建材，加快发展和应用新型墙体材料。重点扶持一批拥有高新技术、自主创新技术和知识

产权的企业发展。 

3）倡导绿色施工与绿色物业管理。研究绿色建筑从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维修养护到拆除再利用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的绿色性，学习其他城市绿色

物业管理的有益经验，加快开展绿色物业管理与绿色运营工作。 

3.1.2 建筑工业化的总体发展战略 

（1）实施创新型战略，引领建筑工业化发展方向 

1）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推广，加大扶持力度，引入政策激励。加大 BIM 技术、建筑物联网平台、智能化技术、

管理系统等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力度，进一步推动建筑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展。 

2）完善建筑工业化的政策管理、财政扶持、技术支持、监督考核、质量问责等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为建筑工业化项目设置绿色快捷通道。 

（2）实施标准化战略，奠定建筑工业化发展基础 

1）探索地方性技术体系。立足国家建筑工业化标准设计体系的总体框架，及时总结实践项目的经验教训，制定适合建德市当地新型工业化建筑技术细则及相关图

集、工法，加快制定颁布建德市新型建筑工业化实施细则。 

2）加快产业标准化研究。构建部品与建筑结构相统一的模数协调系统。重点结合住宅建筑全装修发展趋势，统筹考虑规划设计、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等相关层

面发展要求，开展商品房户型和构件部品的标准化设计研究，引导企业采用标准化户型或标准化构件部品进行设计实施。 

（3）实施产业化战略，培育建筑工业化全产业链 

1）培育骨干龙头企业。重点推行设计、生产、施工为一体的工程总承包方式，重点支持具有科研、设计、施工、采购、房地产开发等全产业链的大型企业参与建

筑工业化项目的建设。 

2）加快产业链整合延伸。以工程总承包方式为龙头，整合优化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实现工业化和产业化的有机结合，推动建筑行业与其他制造行业的深层次交

流，与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行业的跨界融合。从而在部品建造、集成内装、构件运输等多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实现统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 

（4）实施示范性战略，助力建筑工业化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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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各项激励措施。出台契合建德市实际的新型建筑工业化扶持政策，探索设立示范基地和项目的专项基金予以奖励补贴；搭建金融支持平台，为建筑工业化

基地和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支持，鼓励骨干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加快融资；对开展建筑工业化生产的企业和示范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支持；优先保障建筑工业化产业园区和

示范基地的建设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采用建筑工业化方式开发建设的社会化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供给，并给予手续简化、优先办理等便利；对于采用新型建筑工业化

方式建设的项目，可给予相应的建筑面积奖励；鼓励建立承包商名录，作为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优先选择对象。 

2）推广示范基地建设和项目建设。加快培育各级各类建筑工业化基地，大力推动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全面推行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

在房地产和社会投资项目中加快落实新型建筑工业化要求。 

3.2 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的总体技术路线 

3.2.1 绿色建筑的总体技术路线 

（1）总体路线 

根据上位及建德市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结合建德市实际情况，确定绿色建筑规划区域总体星级目标，并根据地块功能、建设目标、投资主体等进行星级指标分

解落实； 

根据评价标准、设计标准及地块内绿色建筑实施的难易程度等确定达到规划星级目标的技术控制指标；  

根据区域地理、气候特征、地块特点及建筑类型等推荐事宜的绿色建筑技术；  

制定保障规划合理落实到实际建设中的组织机构、政策保障措施、监督及核查机制等，推动区域的能力假设。 

（2）节地技术路线 

合理开发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协调地面建筑和地下空间，提高用地开发强度，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推动城市建设立体化发展。建设场地内合理布置绿化用地，

实现建筑和环境的有机平衡。 

（3）节能技术路线 

结合场地优化建筑体形、朝向、窗墙比等，充分利用被动式建筑节能技术；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等改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合理选择和优化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鼓励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以及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

组能效均优于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规定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充分利用自然光；合理选用照明设备、设置照明方式，照明系统采取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采取电梯群控、扶梯自动启停等措施；合理选用节能型

电气设备； 

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有余热废热利用条件的地方，鼓励以此解决建筑蒸汽、供暖或生活热水需求。 

（4）节水技术路线 

提高建筑平均日用水量节水水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管网漏损；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和设备，推广使用非传统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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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节材技术路线 

择优选用建筑形体，对地基基础、结构体系、结构构件进行优化设计。鼓励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进行一体化设计，建筑材料的选用上鼓励采用预制构件、可重复

利用的隔断。建筑砂浆和现浇混凝土宜采用预拌砂浆和预拌混凝土。合理采用高强、高耐久性结构材料。 

（6）室内环境技术路线 

采取多样化措施减少噪声干扰，公共建筑中有声学要求的重要房间进行专项声学设计。保证建筑主要功能房间有良好的户外视野和采光。鼓励建筑可调节遮阳措

施的应用。优化建筑空间、平面布局和构造设计，改善自然通风效果。合理组织气流，有条件的可设置空气质量检测系统、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7）施工、运营技术路线 

施工前进行对设计文件中的绿色建筑重点内容进行专项会审；施工现场采取降尘降噪措施，鼓励制定并实施用能用水、节能节水方案并对施工能耗、水耗进行监

测记录，采取措施降低材料损耗。实现土建装修一体化施工，严格控制设计文件变更。 

物管部门实施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建立绿色教育宣传机制。定期检查、调试公共设施设备并定期清洗，根据运行检测数据进行设备系统的运行优化。鼓励应

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业管理。 

3.2.1 建筑工业化的总体技术路线 

（1）标准化设计 

标准化设计是建筑工业化的核心，建筑单元、预制构件、部品应尽量满足重复使用率高、规格少、组合多的要求。在项目设计阶段应做到预制构件拆分科学化、

节点处理标准化、BIM 协同配合。在标准化设计基础上，鼓励工业化项目的多样性设计，达到多样性和标准化的最佳结合点。鼓励采用新型结构体系和和新型节能材

料。建立开发商、设计机构、工程施工机构、材料部品机构的协同工作机制。 

（2）工厂化生产 

完善构件、部品生产产业链及管理，强化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标准、工艺流程和作业指导监管，明确相应要求。完善构件和部品的生产监督、质量验收、交接验收

等流程管理，保证记录在册。 

（3）装配化施工 

建筑工业化项目应加大施工组织和管理力度，编制完整的专项施工方案。在施工技术上应具备相应的装配化技术标准、施工工法，再用相应的装配化施工技术与

工艺，具备构件安装专项技术方案，鼓励采用机械化施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施工管理上推广 EPC 模式，加强装配化施工质量管理，各类检测检验能符合设计和各

类标准的要求，相关记录、材料和文件齐全、翔实、可靠。 

（4）一体化装修 

鼓励从设计阶段开始，与构件生产、制作，及装配化施工一体化来完成，形成标准化体系和成套技术。推广整体化定型设计的厨房、卫浴间。提高预拌混凝土、

预拌砂浆的使用比例，严格把控流程，提高装修质量。 

（5）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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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BIM 技术的应用，鼓励从项目设计伊始就建立信息模型，实现从设计、生产、施工、运营管理全过程的信息化。 

 

4 既有民用建筑绿色改造的总体发展目标、实施计划及技术路线 

4.1 总体发展目标 

规划期间完成既有民用建筑绿色改造 29.1 万 m2，其中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 10.5 万 m2，既有公共建筑绿色改造 18.6 万 m2。 

4.2 实施计划 

建德市在规划中应坚守“近期经济适用，远期适度超前”的原则，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面积高于杭州市既有建筑改造分解面积，结合建德市近几年发展情况以及发展方

向，建德市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面积比杭州市下达的任务有一定提升。目标如下： 

其中近期（2016~2020 年）目标：居住建筑绿色改造面积 5.5 万㎡，公共建筑绿色改造 9.7 万㎡； 

远期（2016~2025 年）目标：居住建筑绿色改造面积 10.5 万㎡，公共建筑绿色改造 18.6 万㎡； 

建德市 2016-2025 年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面积如下： 

表 4- 1 建德市 2016-2025 年既有民用建筑绿色改造面积年度计划实施表（万 m2） 

建筑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总计 

公共建筑 1.59 1.63 1.70 1.80 1.93 1.95 1.97 1.99 2.01 2.03 18.6 

居住建筑 0.90 0.93 0.97 1.03 1.07 1.10 1.11 1.12 1.13 1.14 10.5 

合计 2.49 2.56 2.67 2.83 3.00 3.05 3.08 3.11 3.14 3.17 29.1 

 

4.3 技术路线 

针对既有建筑进行绿色改造，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建筑围护结构性能，提高节能率，并能增加系统服务质量。 

4.3.1 加强建德市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基础工作 

探索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市场服务模式。建设建筑市场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发布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信息和规定，实现建筑市场监管职能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强

化政府部门对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建筑市场主体行为监管，提高既有建筑管理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鼓励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的发展；引入第三方

机构进行既有建筑改造评定，确保改造达到预期效果；鼓励企业参与既有建筑改造，协调既有建筑改造过程中的主体利益。 

4.3.2 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同步开展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推行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试点建设。建设建筑绿色改造试点项目，建立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体系，加强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商住区、旧住宅

区绿色改造试点建设。在既有建筑改造推广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建立城市更新与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形成推广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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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推进不同类型既有公共建筑绿色改造 

以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为重点，开展以空调、电梯、照明、非节能门窗为主，增加屋顶绿化、墙面绿化、遮阳设施等综合设施的节能改造。进一步

完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体系，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单位办公建筑应按照用电等能耗分项计量装置和建筑能耗实时监测设备，并将数据传

至台州市或浙江省公共建筑运行能耗监测信息平台，实现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 

对高能耗的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实施节能改造。基于既有建筑能耗现状，全面落实建德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实施计划，对用能水平超过能耗限

额的公共建筑，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现惩罚性电价政策。 

鼓励建筑节能服务机构为建筑运行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建筑应逐步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改造。 

努力推进既有医院绿色改造。对耗能高的医院进行节能改造，降低医院能耗，可根据发展形势，定期进行年度节约型医院评选。对医院建筑进行绿色改造，提高

医院健康舒适环境，更方便病人就医。 

4.3.4 逐步实现绿色物业管理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实现绿色物业管理及其政策与技术研究，推行绿色物业管理应用示范项目。为保证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有效落实，加强绿色物业管理在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中应用。 

在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项目中，加快推进绿色物业管理的实施。对于高耗能、大型公共建筑改造的建筑所在物业单位采取绿色物业管理措施，在能源分项计

量、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垃圾分类处理等方面加强管理，通过建筑运行管理更有效、直接的推动既有公共建筑的绿色化改造。 

开展绿色物业管理试点工作。对建德市内符合条件的既有社区单位首先进行绿色物业管理改革，为绿色物业管理提供模板。 

加强物业单位资质管理和员工培训，定期进行绿色管理宣传。把绿色物业管理要求融入物业单位资质评定标准，对大型公共建筑物业单位提出人员、专业、职称

要求，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绿色物业管理教育培训与考核。 

 

5 规划成果 

5.1 目标管理分区划分及基本要求列表 

5.1.1 目标管理分区 

依照编制导则并参考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功能区划，本次规划将建德市划分为 1 个目标管理分区，即建德市中心城区，见附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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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目标管理分区的目标要求列表 

表 5-1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号：330182）目标管理分区指标要求列表 

专项规划编号 330182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目标管理分区

编号 
备注及说明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适于新建建筑） 

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330182-01 中心城区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二星级及以上：15%；

三星级：3% 

二星级及以上：20%；

三星级：5% 
30% 50% 100% 100% 

5.1.3 所辖镇的目标要求列表 

表 5-2 建德市所辖镇指标要求列表 

专项规划编号 330182 

所辖镇 备注及说明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适于新建建筑） 

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近期 远期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近期 远期 

乾潭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梅城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寿昌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大同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大慈岩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大洋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下涯镇（含马目）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三都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航头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莲花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李家镇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钦堂乡 镇区 二星级以上：10% 二星级以上：15% 30% 5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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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策单元划分及指标要求 

5.2.1 政策单元划分 

结合控规单元划分，本次规划划分为 17 个政策单元，见附图 02。 

表 5-3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编号：330182-01）-政策单元列表示例 

目标管理分区编号 330182-01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政策单元编号 备注及说明（对应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编号或主次干道、铁路、河流界线等） 

330182-01-001 东至芹坑路东边山体，南、西、北至中心城区边界，包含岭后——朱家埠控规单元； 

330182-01-002 东至金千铁路和新安江，南至更石线，西至梅坪线，北至新安江，包含叶家——更楼控规单元； 

330182-01-003 东至杭新景高速，南至杭新景高速，西至新市村与山体边界，北至更石线、更邓线，包含更楼中心城区控规单元； 

330182-01-004 东至杭新景高速，南至更邓线，西至沪瑞线，北至新安江，包含桥南控规单元； 

330182-01-005 东至沪瑞线，西至金千铁路，北至新安江，包含南山控规单元； 

330182-01-006 东至白沙路和新安东路，南至新安江，北至中心城区边界，包含白沙控股单元； 

330182-01-007 东至新安江，南至新安东路，西至山界，北至中心城区边界，包含焦山控规单元； 

330182-01-008 东至沪瑞线，南至新安江，西至白沙路，北至新安东路，包含桥东控规单元； 

330182-01-009 东至杭新景高速，西至新安江，南、北至山界，包含山河控规单元； 

330182-01-010 东至新安江，南至新安江，西至沪瑞线，北至新安东路，包含溪头控规单元； 

330182-01-011 东至杭新景高速，南至山界，西、北至新安江，包含洋安控规单元； 

330182-01-012 东至杭新景高速公路千岛湖支线，南至新安江，西至中心城区边界，包含洋溪控规单元； 

330182-01-013 东至杭建衢铁路，南至新安江，西至杭新景高速公路千岛湖支线，北至中心城区边界，包含洋溪新区控规单元； 

330182-01-014 东、南、西至新安江，北至平山山界，包含黄饶控规单元； 

330182-01-015 东至 320 国道，南至平山山界，西至杭建衢铁路，北至中心城区边界，包含下涯控规单元； 

330182-01-016 东至临金高速公路，南至新安江，北至杨梅线和西源桥线，西至 320 国道，包含绪塘控规单元； 

330182-01-017 东至临金高速公路，南至杨梅线和西源桥线，西至中心城区边界，北至杭黄高铁铁路，包含杨村桥控规单元； 

5.2.2 中心城区范围界定 

为进一步落实建筑工业化发展要求，在参考《建德市域总体规划（2007~2020）》以及其相关修订的基础上，本次规划明确近期中心城区范围：东至杭景新高速，

南至沪昆高速，包括 330182--01-001~330182--01-013 等十三个政策单元；远期中心城区范围：东至临金高速公路，南至杭新景高速和新安江，北至杭黄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2016-2025）——文本 

12 

 

高铁铁路，实现覆盖范围扩大至 330182--01-014~330182—01-016 三个政策单元。详见图集编号-03。 

5.2.3 各政策单元指标要求列表 

各政策单元指标要求包括控制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 

（1）控制性指标：指政策单元内新建民用建筑的绿色建筑等级和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其中，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包括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和住宅建筑全装修

的面积比例要求等； 

（2）引导性指标：指绿色建筑、建筑工业化的其他技术指标和既有民用建筑绿色改造的相关指标。具体要求见附表。 

 

6 专项规划保障措施 

6.1 健全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按照计划目标要求，将绿色建筑行动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建德市节能目标责任制评价考核体系，完善绩效考核办法，有序推进建德市绿色建筑发展

工作。积极推动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绿色饭店、绿色商场等绿色建筑的创建工作。成立建德市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建德市绿色建筑建设的

战略方针，决策绿色建筑建设中的重大事项，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绿色建筑建设工作等，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6.2 完善专项制度，建立考核制度 

贯彻落实国家、浙江省、杭州市和建德市有关绿色建筑的各项政策，严格落实市级政策，细化实施措施。对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和重点项目提出能耗指标要求，并

建立项目实施效果综合绩效评估制度和公示制度。 

绿色建筑工作由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安排分工，各重点任务分配到部门、科室和个人，制定考核办法。明确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在

绿色建筑工作中的职责，采用问责制，把绿色建筑工作分解落实到职能单位及个人。 

 

6.3 贯彻法制体系，加大监管力度 

全面贯彻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相关的政策法规，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严格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工程的监督检查，对违反建筑节能相关

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项目，坚决予以查处。 

对区域内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加快建立动态监管和行业统计制度。对已享受相关扶持政策或专项资金支持但未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实施

的项目，应取消政策扶持，责令责任单位限期退回或补交相关资金，并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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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增加资金投入，制定激励政策 

研究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整合财政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大对发展绿色建筑的财政投入，重点支持新建建筑绿色提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设科技创新和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等项目。 

 

6.5 加强人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专家队伍建设，强化对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物业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人员培训。建立产业工人实训基底，建立培训考核上岗制度。依托试点、示范工

程，通过企业内部培训，培养具备相关专业技术及生产、操作经验的职业技术工人。各地要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建筑工业化人才引进机制，加强高层次管理人员的培

育和储备。 

 

6.6 强化技术支撑，鼓励科学研究 

鼓励和支持企业、研发机构研究开发绿色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开发绿色建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 

 

6.7 加强土地保障，推行建筑工业化 

将新型建筑工业化基底建设纳入相关规划，优先合理安排用地。对采用新型建筑工业化方式建设的项目，在规划设计条件中应明确新型建筑工业化有关内容和要

求，并在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约定，同时明确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对以出让方式供地的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可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

地出让金，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期限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6.8 积极宣传推广，提高舆论氛围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发展绿色建筑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为发展绿色建筑

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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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市绿色建筑项规划（编号：330182）引导性指标列表 

指标名称 实施目标 落实在适宜区域与项目 主要落实方式 

绿

色

建

筑 

可再生 

能源利用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

消费比重 

近期（2020 年）：10%以上 
全域，适用于所有项目。 

2016年 6%，2017年 8%，2018年 8%，2019年 10%，2020年 10%；

通过民用建筑节能评估、民用建筑能效测评等环节落实； 远期（2025 年）：13%以上 

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 

近期（2020 年）：161.7 万 m2 

全域，适用于所有项目。 

2016 年 30 万 m2，2017 年 31.5 万 m2，2018 年 32.1 万 m2，

2019 年 33.1 万 m2，2020 年 35 万 m2；通过民用建筑节能评

估、民用建筑能效测评等环节落实 
远期（2025 年）：177.9 万 m2 

浅层地热能应用面积  重点在新建学校、医院、园林、行政事业办公楼等公益 性项目 通过建筑设计、节能评估等落实 

太阳能光伏系统  全域。适用于有较大屋面且光照充足的项目。 
主管部门对屋面面积、光照时间规定设置界限；由设计、施工落

实 

太阳能光热系统  全域。有较大屋面且有热水需求的项目。 通过建筑设计、节能评估等落实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  全域。适用于有热水需要的所有项目。 通过建筑设计、节能评估等落实 

非传统 

水源利用 

雨水利用 

 

全域，适用于所有项目。 
通过地块指标、建筑设计、绿色建筑评价咨询、节能评 估等

落实  

中水利用  适用于有非饮用水需求的项目，区域中水利用规划项目。 通过建筑设计、绿色建筑评价咨询、节能评估等落实 

新型墙材使用率 
 

全域。适用于所有项目地上建筑。 通过建筑设计、节能评估等落实 
 

建

筑

工

业

化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围护

结构预制构件比例 

近期（2020 年）：20% 

全域。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通过设计策划、建造管理等落实。参考相关评价标准和 程序

进行评价。 远期（2025 年）：30% 

集成式厨房、卫生间比例 

 

全域。带有卫生间或厨房的装配式住宅、酒店、公寓等。 通过设计策划、建造管理等落实。 
 

三个基本户型或单元的

个数占总数量的比例 

公共建筑 60% 

全域。居住建筑、教育建筑和办公楼等。 通过设计策划、建造管理等落实。 
居住建筑 70% 

采用 EPC 项目  全域。适用于政府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项目。 通过建筑设计、建筑施工等落实 

设计、制造、运输、装配全过程 采用一

体化建筑信息系统（BIM） 

 

全域。重点适用于省市重点项目、大型公共建筑。 通过设计策划、建造管理等落实。 
 

建造大中型新型建筑工业化生产基地   通过城市设计落实。 

既

有 

建

筑

改

造 

能耗监测 100% 全域。新建大型公共建筑。 通过建设主管部门落实 

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近期（2020 年）：9.7 万 m2 全域。适用于高能耗的、超过能耗限额的公共建筑，如 医院、

宾馆、高等学校、大型商场等项目。 通过建设主管部门落实 
远期（2025 年）：18.6 万 m2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近期（2020 年）：5.5 万 m2 

全域。重点适用于 2000 年以前竣工的住宅项目。 通过建设主管部门落实 
远期（2025 年）：10.5 万 m2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1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1）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1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859995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375 ★ 49%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46478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718 ★★ 53% 100%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2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2）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2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2258285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53323 ★★ 53%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169409 ★★★ 65%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96356 ★★★ 65%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838 ★★ 53% 100%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3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3）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3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367142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30960 ★ 49%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199708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27834 ★★ 53%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4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4）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4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1807067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70645 ★★★ 65%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752895 ★★ 53%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49234 ★★★ 65%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5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5）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5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545739 ★★ 53%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6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6）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6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156730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22333 ★ 49%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9344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7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7）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7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30381 ★★★ 65%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11942 ★★★ 65% 100%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08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08）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08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191752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87993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33690 ★★ 53% 100%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14453 ★★ 53% 100%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71883 ★★★ 65% 100%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0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0）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0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16081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13401 ★★ 53% 100%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1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1）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1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848210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10125 ★ 49%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302745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42431 ★★ 53%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2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2）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2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659949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2360072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14256 ★★★ 65%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50219 ★★★ 65% 100%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50144 ★★ 53% 100%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3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3）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3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1113899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49011 ★ 49%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549418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24458 ★★ 53%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5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5）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5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1247832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22338 ★ 49%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107174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11064 ★★★ 65%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207339 ★★★ 65% 100%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1628 ★★ 53% 100%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6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6）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6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243331 ★★ 53%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29143 ★★ 53%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建德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01 目标管理分区 017 政策单元（编号：330182-01-017）控制性指标列表 

政策单元编号 330182-01-017 专项规划类型：□设区的市  √县（市） 

新建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 

指标要求（低限要求，宜根据规划年限分时段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工业化技术要求 

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 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 

居住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居住建筑     

其他居住建筑 571757 ★ 49% 100% 

公

共 

建

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建筑     

其他办公建筑 17597 ★★ 53% 100% 

商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商业建筑     

其他商业建筑 369491 ★ 49% 100% 

旅馆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旅馆建筑     

其他旅馆建筑     

教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教育建筑 72906 ★★★ 65% 100% 

其他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医疗建筑     

其他医疗建筑     

体育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体育建筑     

其他体育建筑     

交通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交通建筑 24419 ★★ 53% 100% 

其他交通建筑     

其他类型 

公共建筑 

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他类型公共建筑     

其他公共建筑     

注： 

1.按照所属目标管理分区内所有政策单元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核算，满足所属目标管理分区的民用建筑中二、三星级绿色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式建筑、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要求；

2.上述指标核算过程中，当基本地块内某建筑类型的投资主体性质难以确定时，应参照对应建筑类型的最不利指标要求予以核算。 

3.涉及到新增建筑类型的地块按照《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第二章第七条实施。 

4.表中★代表一星级，★★代表二星级，★★★代表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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