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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山东青岛 266061）

摘要：基于国家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战略背景、战略定位、目标任务等要求，搭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对能源革命的需求分
析模型框架。研究表明，能源革命通过主动引领、主动变革、主动适应、主动保障参与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通过分析得
出能源革命主动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的路径：主动引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全球能源创新中心，主动变革推动雄安新区能源运营
模式变革，主动适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目标要求，主动保障雄安新区安全、高效能源供给体系运行。能源革命通过能源综合
运行系统工程、能源互联网工程、绿色智慧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工程、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工程、节能减排工程等重点工程，构
建雄安新区的绿色低碳、高效安全、友好智慧、引领未来的现代化城市能源供给体系，对研究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对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推进的总体思路、路径及相关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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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positioning, and objectives of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an analysis model framework is established for the requirements for energy revolution dur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is area. We conclude that energy revolution can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Specifically,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can aid the Xiongan New Area to become a global energy innovation center; the energy operation mode of this
area can be reformed through energy system revolutio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can be
satisfied through energy consumption revolution; and a safe and efficient energy supply system can be ensured through energy supply
revolution. Furthermore, an urban energy supply system that is green, safe, efficient, smart-friendly, and future-leading can be created
in the Xiongan New Area through the energy revolut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key projects regarding energy integrated operation
systems, energy Internet, green and smar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ultra-low-energy buildings, and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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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约束目标对能源革命提出的要求，即能源革命在
雄安新区发展建设中为实现其功能目标能够提供哪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

些支撑，能源革命如何在确保雄安新区规划所确定

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的相关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又能满足规划所限定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

的诸多约束性条件；二是在雄安新区现有的规划体

历史重任，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催生现代

系中，能源规划依然是一个位于被动和从属地位的

化经济体系新引擎的定位目标，以及构建绿色智慧

保障性规划，即以满足需求侧约束为主导的供给侧

新城市、建设生态城市、发展高端高新技术产业、

规划，未能体现出以绿色、低碳、智慧为标志的新

提供高质公共服务、打造快捷高效交通网、深化体

一轮能源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引领作用，能

制机制改革、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等 7 项具体任务，

源规划的任务依然被降维在功能保障层面。为此，

均离不开以能源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支

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需要重新定位能源革命的地

撑。为此，从其规划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功能目标出

位作用，变能源在新区规划建设中的从属被动保障

发，研究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对其规划建设推进的

功能为主动引领创新功能。

方向、路径、重点工程及相关保障政策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雄安新区能源发展规划

从能源革命在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的任务可以
看到，第一项任务是路径选择和手段应用，第二项
任务是战略定位和协同创新。本研究根据城市能源

研究”课题组在雄安能源规划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

系统与现代城市功能之间的分析，基于中央对雄安

从硬件基础设施和制度软环境方面同步打造了雄安

新区战略背景、战略定位、目标任务的要求，按照

新区能源规划的物理实体世界和数据虚拟世界 [1]，

功能性需求、非功能性需求与约束性需求三个维度

探索构建新时代下具有示范意义的零碳智慧绿色能

划分，采用功能分解和结构化分析的方法，应用

源体系 [2]，课题组的相关成果在《河北雄安新区总

KANO 模型和 5why 分析法，可以构建起雄安新区

体规划（2018—2035 年）
》中有所体现。也有一些学

建设对能源革命需求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

者从绿色建筑 [3]、市民服务中心能源供应系统 [4]
等工程技术领域提出了解决方案，从各技术领域提
供了有益探索。除此之外，一些研究也把雄安新区

三、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的战略需求
分析

作为研究案例，提出了雄安新区能源生态系统的调
适与优化的应对措施 [5]，并将雄安作为京津冀协同

（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战略举措

发展中的一极探讨了城市群整体的低碳协同发展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题 [6]。整体来看，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

纲要》的批复（2018 年 4 月 14 日）和国务院关于

要打造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慧友好、引领未来

《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的批复

的现代能源系统，这就要求雄安承接国家能源革命

（2018 年 12 月 25 日），建设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战

战略实施。为此，本文从总体思路上分析雄安新区

略举措包括：规划合理科学空间布局，打造新时代

规划建设对能源革命的战略需求，提出能源革命推

城市风范，打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发展高端高新

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路径选择与重点工程，以期

产业，提供优质共享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

实现“国家智囊、能源智库”的作用，为雄安新区

网，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构筑现代化城市安全体系，

能源规划建言献策，推动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如图 1 所示。

雄安新区。
（二）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需求分析框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构建起雄安
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需求的逻辑关系，如表 1、表 2、

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的需求可以从两个方
面进行解读：一是回答城市功能的能级提升和各方

图 2 所示。
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的需求涵盖了雄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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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表1
国家战略使命

到2035年，基本
建成高水平社会
主义现代化城市；
21世纪中叶，全
面建成高质量高
水平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

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举措

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需求的逻辑关系

创新侧集聚

能源创新体系建设

主动引领

科学技术革命

基本需求

能源革命内容

能源革命路径

能源革命任务

功能层级
区域发展目标

管理侧变革

能源运营模式变革

主动变革

管理体制革命

自然条件约束

需求侧约束

能源利用方式变革

主动适应

能源消费革命

功能基本保障

供给侧保障

实现能源高质量供给

主动保障

能源供给革命

表2

四个主动与能源革命的关联性分析

四个主动

生产革命

消费革命

技术革命

体制革命

国际合作

主动引领

◎

◎

●

○

●

主动变革

◎

◎

○

●

○

主动适应

◎

●

◎

○

○

主动保障

●

◎

◎

○

○

注：○弱关联；◎中关联；●强关联。

尖端需求：
能源创新引领
解决供需矛
盾：能源管
理变革

满足城市目标：能
源适应城市需求

基本需求：保障城市用能
需求和能源安全

图2
034

城市功能对能源需求的层次结构示意图

中国工程科学 2021 年 第 23 卷 第 1 期
区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为此，应当用能源

及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前沿科学中心，形成

革命的实际行动主动推动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科研院所集群。雄安全球能源

的协调发展，应当根据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建

科技创新中心运行机制如图 4 所示。

设绿色低碳、智慧高效、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系统。

二是建设能源领域关键与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

把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的需求进行匹配，可以

平台。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在可再生能源、氢能、

得出能源革命通过主动参与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的重

核聚变、智慧能源等领域先行布局一批开放式创新

点领域和实现路径，如图 3 所示。

平台 [7]，攻克和开发关键共性技术，支撑战略性
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8]。建设雄安新区国际

四、能源革命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的路径

技术转移中心、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等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加快

（一）能源科技革命主动引领雄安新区建设全球能
源科技创新中心

未来能源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抢占国际能源产业竞
争高地。

一是建设雄安国家能源大科学中心。根据国家

三是建设能源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搭建能

战略需要和布局，依托首都重点能源研究机构，加

源技术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创新服务体系，

快雄安能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能源

从建设开放便捷的众创空间入手，按照“众创空

互联网、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聚变能源装置等大科

间—孵化器—加速器”的孵化链条，打造一批创

学装置设施落户。依托中国科学院、能源央企、高

新要素集聚、产业特色鲜明、服务功能突出、具

校等能源研究机构，建设前沿物理、传统化石能源

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孵化载体 [9]。立足能源前

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核能安全

沿科技进行产业育成，并将孵化成果向周边相关产

利用、能源互联网和大规模储能以及先进能源装备

业园区转移。
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打造中高级能源消费结构
深入推进节能减排
推动城乡电气化发展
树立勤俭节约消费观

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
实现城市智慧化管理
能源消费革命
营造优质绿色生态环境

主动变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总
体
要
求

主动引领

能源供给革命
能源技术革命

主动适应

建设宜居宜业城市

能源体制革命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主动保障
国际合作

塑造新时代城市特色风貌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实现增量需求主要依靠清洁能源
推进能源供给侧管理
优化能源生产布局
全面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
普及先进高效节能技术
推广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利用技术
发展智慧能源技术
加强能源科技基础研究
能源领域新技术
实现海外油气资源来源多元稳定
畅通“一带一路”能源大通道
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增强国际能源事务话语权
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体系
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
创新能源科学管理模式
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图3

雄安新区建设对能源革命需求的逻辑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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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全球能源科技创新中心运行机制

（二）能源体制革命主动变革雄安新区能源运营
模式

综合运行模式，实现能源系统的横向多能互补，纵
向“源 – 网 – 荷 – 储”协调优化。在功能上，实

对接雄安新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目标

现多种能源协同、源网荷储协同、集中式与分布

定位，承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示范区的

式协同，能源流（电、气、热、水）、交通流、信

历史使命，把创新城市能源管理体制，推动能源运

息流、资金流的多流合一。按照终端用户的需求

营模式变革，提供能源优质共享公共服务作为雄安

将区域多种类的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高效转换

新区建设的重要抓手 [10]。

为不同种类和品位的适用能量，形成清洁能源循

1. 构建分散型、多中心、网络化的能源供给

环生产、多种能源有序配置，以多能源系统集成
优化功能、能源供需动态平衡控制功能和多用户

模式
首先，必须建设现代化能源系统，推动可再生

群信息联网集成管理功能为目标，实现分布式能

能源走向主流，分布式供能系统实现多点布局，微

源的管理和决策、多用户群、多能源、多维度网

电网成为大电网中最活跃的细胞，在各种能源子系

状互动式动态管理。
3. 构建基于能源大数据的智慧能源综合服务

统内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其次，必须将
传统的以大规模、集中式化石能源加工转换供给模

体系

式向分布式多元清洁绿色能源供给为主转变。充分

通过能源供应商的能源集成，为用户多样化需

发挥雄安新区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优势，建立区外清

求提供最优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对能源系

洁电力输入、区内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分布式

统进行集成管理、统筹调度和优化，为终端用户提

地热、城市余热资源等为支撑的多元清洁绿色能源

供参与能源市场和供需平衡的交易平台。由用户自

供给体系 [11]。再次，布局能源与负荷空间就地平

主决策能源消费（包括节能）、生产、储存和交易，

衡配置，实现电能远距离大规模输送和分布式能源

更好匹配不同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时空分布差异，实

与负荷就地平衡相结合，使能源与负荷就地平衡成

现能源供需的动态平衡。

为雄安新区能源配置的主导方式。最后，构建分散
型、多中心、网络化的点、站、源多层级能源系统
架构，通过信息网络进行高效集成、协同优化调配，
构建协同高效的“1+N”雄安能源供应网络。
2. 打造“源 – 网 – 荷 – 储”集成互补的智慧能
源互联网综合运行模式
打造“源 – 网 – 荷 – 储”集成互补的智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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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消费革命主动适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目
标要求
对接雄安新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目标
定位，承载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协调发展示
范区的功能职责，主动适应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约束
的自然地理特征，打造绿色低碳的能源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科学 2021 年 第 23 卷 第 1 期
全球样板 [12]，建设生态宜居新城区。
1. 构建绿色低碳示范城市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互驱共进。
大力发展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

建设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1]。
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的、可再生的城
市发展模式，开展 100% 再生能源计划和消除建立
绿色循环城市的壁垒等问题 [16]。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和绿色
生态农业 [13]，实施绿色标准、绿色管理、绿色生
产和智能生产，建立绿色低碳能源消费机制。

（四）能源供给革命主动保障雄安新区城市能源生
命线

二是超前规划建设绿色智慧交通体系。将数据

对接雄安新区城市智慧化管理、构建城市安全

流程整合作为核心，来适应各种应用场景需求，以

和应急防灾体系、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的任务要

物联感应、人工智能及移动互联等相关技术为支撑，

求，通过能源供给侧革命，构建雄安新区的绿色低

打造瞬时感知、实时响应、智能决策的新型智能交

碳、高效安全、友好智慧、引领未来的现代化城市

通体系。借助交通、信息、能源的“三网”合一，

能源供给体系，主动保障城市能源生命线系统的持

示范如智能驾驶汽车等新型的载运工具，以达成车

续、稳定、安全运行。

车、车路的智能协同，实现一体化智能交通服务。

1. 建设未来城市能源系统运行的示范样板

三是高标准建设低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社

一是构建雄安新区综合能源供给体系。集成

区、城镇（街道）能源管控中心。因地制宜推广

供电、供气、供暖、供冷、供氢和交通等城市能源

地源热泵、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等能源利用新

系统的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的能源保

设备新技术，建立新区能耗数据智能化采集，鼓

障系统 [17]。通过多能流混合建模，对多能系统规

励和推广家庭能源管理系统或软件，推进家庭能

划、能源转化技术、智能调控、协同控制、综合评

源信息系统建设。

估 [18]、系统信息安全与通信以及能源交易和商业

四是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
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引导居民日常生活从

服务运行模式等关键问题，提供多能系统分析的雄
安能源保障路径，如图 5 所示。

传统的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倡导绿色低碳出

二是建设复杂多网流的能源供给管理系统。打

行。提升步行至各类生活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鼓

造以电力系统为核心，互联网及其他前沿信息技术

励居民采用步行、自行车、拼车、搭车、公共交通

为基础，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主要一次能源，与

等低碳出行方式。

天然气网络、交通网络等其他系统紧密耦合而形成

2. 建设绿色低碳社会
一是全面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实行绿色供

的复杂多网流系统 [19]。
三是加快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通过运用分布

电的替代工程，依托目前现有的冀中南特高压电网，

式能量储存装置形成燃气、电力、热力等能源网络

完善区域电网系统，实现充分消纳如冀北、内蒙古

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和能量的双向流通、能量对

等北部区域风电、光电，构建跨区域、远距离、大

等互换与共享的智能能源网络，充分发挥能源间互

容量的电力输送体系，打造以接受区域外清洁电力

补的特性，借助能源梯级利用提高终端能源的利用

能源为主、区域内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为辅助的

效率，通过大数据和广域信息平台等基础需求侧的

供电方式。依托国家气源主干通道和气源点，构建

响应，提高能源生产及能源传输设施的利用效率。

多气源、多层级、广覆盖的城乡燃气供应体系。以

2. 建设未来城市智慧能源示范样板

科学合理利用新区地热资源，综合利用城市余热资

一是构建雄安新区智慧能源体系。雄安新区的

源，合理利用新区周边热源，中长期则应考虑布局

智慧能源要形成“低碳技术 +IT 技术的耦合”，形

氢能产业，实施氢能替代工程 [14]。

成贯穿在能源生产、配送、供给、使用各个环节的

二是建设近零排放示范区。综合利用建筑、交
通、能源、工业等领域各种低碳技术、方法和手段，

综合性解决方案。
二是建设智能化的城市能源运行管理平台。基

实施碳中和、增加森林碳汇、碳交易等机制 [15]，建

于现有电网设施，紧密联系其他子系统，达成数据

立碳排放监测管理体系，实现区域碳排放趋近于零，

互通、能源调度、能源交易、应用接口、汇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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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综合性能源保障系统关系图

等功能。实现数据采集“源 – 网 – 荷 – 储”的全方

售 – 用 – 云 ” 各 业 务 板 块。 具 体 而 言，“ 源 ” 包

位覆盖和安全可靠传输，依托海量数据资源池形成

括石油、电力、天然气等多种能源资源，也包括引

数据共享和集中展示功能，根据人工智能和相关大

入更多的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

数据分析，实现能源的优化调度。

质能源；
“储”指的是储能系统，包括储热系统、蓄

3. 建设智能化的城市能源安全运行系统

冷系统、储电系统以及其他形式储能系统和设施；

一是建设以能源安全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增强

“网”主要指微电网、供热网、天然气网；
“售”主

适应性、应急性，提升城市能源整体韧性水平，打

要指提供用户个性化能源服务方案和综合能源交

造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慧友好、供需平衡的能

易；
“用”主要指通过提升储能和分布式能源的服务

源系统。通过提出网络波动性、随机性的平抑和风

质量，不断优化用户用能体验，满足用户个性化

险策略，全面考虑集群性符合相应特性和多能源之

能源需求；
“云”主要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的

间的替代转换，实现储能在平衡能源时间、空间差

综合管理控制平台或云平台，建设“源 – 网 – 荷 –

异层面的作用进行多能源统一调控。

用 – 储”协调控制系统。

二是打造市政公共服务设施的交互管理子平
台。借助能源的负荷特性与其用户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能源互联网工程

实现支撑其他子系统运行的目的，如负荷特性异

1.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常突变对于城市的防灾系统及应急系统定位的协助

一是多能互补综合能源技术模式。利用能源和

等。保证城市区域用能优先，若各子系统出现故障，

信息技术，将能源网、物联网和互联网进行高效集

可通过能源系统集中调度，实现故障区域用能得到

成，融合分布式天然气热电联供和多种可再生能源，

优先保障等。

形成现代能源体系解决方案。基于涵盖配电网、多
种分布式能源、用户用能特性和用能需求等实时运

五、能源革命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的重点工程

行数据的多维信息模型，搭建多元信息交互的综合
能源管控与服务平台，集成需求用能智能响应、用

（一）能源综合运行系统工程
能源综合运行系统主要包括“源 – 储 – 网 –
038

能咨询、用能监测、用能培训、个性化供能设计、
能效诊断、用户能源托管、能源交易等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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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冷、热、电、储等多种能源形式的综合交易，

和外围组作为主体布局轨道交通网络，搭建起步区

从而构建兼顾能源供应商、配售电公司、多元用户、

与外围城镇组团的便捷联系，并参考新区建设的步

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多主体合作共赢的多能互补综合

骤和人口规模及交通出行需求，进行有序的轨道交

能源系统市场化运营模式。

通建设。加大对规划的有效控制并预留市域、区域

二是泛能微电网电力供应新模式。将新区内所
有的冷、热、电关联用户及有效的储能设施纳入区
域能源网络统一管理之中。能量来源以管道燃气、

轨道交通的通道走廊空间；设计中低运量的轨道交
通系统，以衔接大运量轨道交通。
打造功能完备新区骨干道路网。将原线位改造

大电网外购电能、泛能站与分布式光伏供电 / 热能

为城市快速路，形成起步区与相邻市县的快速通道，

为主。并辅助以储能电站、冷 / 热储能系统以及电

打造全覆盖、网络化布局的骨干道路网络。打造快

动汽车闲置期间提供的部分电能。

速公交专用通道，提高公共交通的出行效率。因地

2. 智慧能源建设示范工程

制宜构建高效快速的公交专用通道，且兼顾物流配

一是智慧供热。未来雄安新区的多热源联网城

送；提升公交系统效率，增强安全性、便捷性和舒

市管网系统，依靠传统的人工调节调控已无法适应

适度，形成智能化、高品质的公交和物流配送服务。

源、网优化调控的要求，要实现“精准供热、按需

打造由分拨中心和社区配送中心组成的两级城乡区

供热”、实现供热系统节能降耗，必须构建覆盖热

域公共物流配送设施体系，构建智能、集约、共享

源—一次热网—热力站—二次热网—热用户的数据

的物流体系。

信息系统，建立智慧供热解决方案下的供热智能优

构建内外衔接的绿色网络。构建区域绿道、城

化运行系统。基于供热热源、供热管网、热力站、

市绿道、社区绿道的三级网络，并由城市绿道贯穿

热用户的数据信息采集和远程监控的智慧供热节能

各综合公园、社区公园，构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

技术，将是雄安新区智慧供热的方向。

的区域绿道体系。营造舒适独立的绿道环境，规划

二是智慧供气。雄安新区的智慧供气系统要按

适宜骑行、步行的慢行道系统，并与机动车空间隔

照云、管、端的系统架构来建设，以此来满足雄安

离，实现市民休闲、健身、娱乐功能，匹配满足慢

未来需求，具体方案包括终端层、网络层、云平台

行要求的相关设施，以满足群众性文体活动和相关

和燃气应用层，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支

赛事需求。

撑智慧供气应用的构建和快速上线，通过数据采集

2. 规划建设智能交通系统

仪、管压、管网调度等在线监测设备和网络，实时

全方位提升交通智能化水平。硬件、软件、终

感知城市燃气系统的运行状态，并采用可视化的方

端及网络建设同步实施，推进道路、运载工具、控

式有机整合燃气管理部门与燃气设施，形成“城市

制系统的全方位互联互通。

燃气物联网”。

积极推行新能源汽车等新型的交通运输工具，

三是智慧供电。雄安新区的智慧供电是以可再

示范应用多种共享化智能运载工具，构建需求相应

生能源为基础，将分散的能源采集点整合起来，通

型定制化公共交通系统，探索打造智能驾驶和物

过智能电网进行整合、分配，最大限度地实现能源

流系统 [20]。形成数据驱动智能化协同管控系统，

的有效利用，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

发展智能驾驶运载工具联网联控，实行交叉口通

环境友好的目标，并维持经济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行权的智能分配，维护系统运行安全，提升系统
运行效率。

（三）绿色智慧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工程
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智能”交通

（四）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工程

体系，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的顺畅换乘和无缝衔接，

1. 充分释放建筑节能潜力

实现京津冀交通网络化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

完善雄安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积极发展绿色建

1. 建设便捷高效的市内交通体系

筑，构造绿色建筑评价、建材论证与标识制度，提

根据网络化、集约型、多模式原则，将起步区

升建筑节能标准，推广超低能耗建筑，提升新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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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能效水平，增大节能建筑比例。
加快既有建筑节能和供热计量改造，推行公共

供应的需求。确保新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蓝绿空
间占比稳定在 70% 左右 [23]。充分利用园林垃圾、

建筑能耗的限额制度，对于重点城市公共建筑及学

农业秸秆等可再生资源，能够有效解决部分乡镇

校、医院等公益建筑实施节能性改造，推广投用绿

的能源供给问题。此外，充分利用高温焚烧、水

色建筑材料，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源热泵等相关技术，以实现垃圾、污水等资源的

2. 推动被动房发展和建设

高效利用。

出台低能耗建筑和被动房相关的节能规定，制
定一系列配套制度，如制定建筑能耗审计制度，限
制最大能耗值，形成阶梯分级电价，支持节能，惩
罚浪费。提高节能标准修订的频率，且于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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