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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建筑的绿色含量

绿色建筑，是在全生命周期保持低能耗、环境友好

并且健康宜居的高品质建筑。 零能耗建筑是其中一种，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使得可再生能源年产能大于

或等于建筑全年的用能。

推广绿色建筑，降低建筑能耗，对于我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建筑全过程包含建材生

产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等阶段，是我国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的重要领域。 据测算，

2019

年全国建筑全过程碳

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

50.6%

。 通过采用高效能源

设备，绿色建筑可以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与照

明能耗。在此基础上增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技术措

施，可实现近零能耗甚至零能耗。

绿色建筑能显著改善人居环境。 从监测结果看，经

过节能改造的居住建筑，冬季室内温度能够提升

3

至

5

摄氏度，夏季能降低

2

至

3

摄氏度。 一些绿色建筑项目

采用高效新风技术，不仅能改善空气质量，还可以把室

内温度维持在人体最适宜的

18

至

24

摄氏度之间，真正

实现冬暖夏凉。

近年来，我国建筑产业“绿色”占比持续提升。 截至

去年底，城镇节能建筑面积达

277

亿平方米。 一方面，我

们在新建建筑中广泛使用绿色技术。 数据显示，

2021

年

城镇当年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84%

，全国新建绿

色建筑面积从

2012

年的

400

万平方米增长到

2021

年

的

20

多亿平方米。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提高建筑节能标

准，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不断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目前， 我国北方地区的居住建筑节能标准已从

2012

年

的

50%

提高至

75%

。

随着绿色低碳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建筑迎来了

更大发展契机。 《“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

划》提出，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建成一批高质量绿色建筑项目，完成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面积

3.5

亿平方米以上，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

耗建筑

0.5

亿平方米以上，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

建筑的比例达到

30%

。 实施好这一规划，必将让更多的

绿色建筑走进人们的生活。

绿色建筑的发展，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比如，超低

能耗建筑增量成本约为每平方米

800

至

1000

元， 投资

回收期约为

7

至

10

年，性价比仍有待提升。 进一步推广

绿色建筑，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当前，各地已经出

台了一些有效举措。 在内蒙古，符合条件的装配式建筑

示范项目，利用固废生产建筑材料、部品部件的企业按

规定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在广东，建设、购买、运行

绿色建筑或者对既有民用建筑进行绿色化改造的，可享

受容积率奖励、绿色金融服务等。

绿色生活让人向往，绿色建筑前景广阔。 期待绿色建

筑取得更大技术突破，普及率不断提高，在助力减少环境

压力的同时，推动更多人拥抱绿色低碳生活。 （ 丁怡婷）

弋阳讯“ 水龙头在滴水应

该怎么办？ ”“ 喝不完的水怎么

处理？ ”近日，在弋阳县万安小

学，弋阳县水利局工作人员通

过

PPT

和学生们互动，普及节

水知识，提高学生惜水节水爱

水意识。

为倡导节约用水， 加强水

土保持政策宣传，该局工作人

员深入农村、学校、党校等地开

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在葛溪

乡倪家仓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

向村民讲解了生活中节水措

施、节水意义。 同时，通过悬挂

节约用水、水土保持相关横幅，

发放水法宣传单、 河湖长制宣

传册、印有治水方针手提袋等，

提高村民节水意识。

此次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深

刻认识到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

水是当务之急， 增强了群众节

水意识。 （ 谢章昀）

弋阳开展节水护水宣传教育活动

要闻

２０22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二

2

责任编辑：王莉

电话：

8292149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玉山讯 近年来，玉山县民

政局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等群体需求， 不断加大经费

投入，完善保障措施，打造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品牌。

2021

年

7

月，该县成立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 今年

3

月，成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建立健全了政府领导、 民政牵

头、 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在县

民政局设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办公室， 具体负责未成年人保

护日常工作。

去年，该县民政局投入

24

万元，实施了“ 春暖饶城”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和

2021-2022

年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购买服务

项目， 主要对留守儿童提供心

理慰藉、探访慰问、链接服务、紧

急介入、协助救助等个性化社工

服务，开展户外拓展和爱国主义

教育、安全教育等活动，今年，该

县将留守儿童工作经费

15

万元

纳入本级预算，该笔资金主要用

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目前，该县

8

个乡镇（ 街道）

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力

争在

2023

年实现乡镇（ 街道）全

覆盖。 全县

229

个村（ 居）均设

立妇女和儿童工作委员会，实

现了全覆盖。同时，加入专业社

工人员和志愿队伍力量， 有效

加强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力

度。 （ 程兆伟 邱荣燕）

玉山加大未成年人保护力度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任晓莉报道： 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过程中， 我市交通运

输系统抓要点、 攻难点、 创亮

点，围绕重点领域，细化分解测

评任务， 强化责任落实和督导

检查， 全力打造文明交通的流

动风景线， 中心城区出租车行

业文明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形

成了文明交通人人参与、 全民

共建、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突出“ 专班”机制。 交通运

输局把出租车行业整治作为一

项全局性重要任务， 抽调系统

骨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统筹

推进出租车行业整治工作。 同

时，研究制定细化工作方案，实

行台账清单管理， 对各项任务

逐一拉出清单，层层分解任务，

明确工作要点， 做到事事有人

管、件件有着落，构建责任全覆

盖、管理无漏洞的工作格局；积

极整合出租管理、执法支队、运

政执法力量，对高铁站、汽车站

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 围点攻

坚”，通过定点检查、流动巡查、

增加监控设施等方式， 强化对

高铁站、 汽车站周边等重点区

域的动态监管， 严厉打击非法

营运等扰乱出租车市场秩序行

为， 持续净化出租车市场运营

秩序。此外，组织人员担当义务

监督员， 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对出租车行业的社会监督，

广泛收集情况，主动发现问题，

及时反馈群众呼声， 积极为出

租车行业管理工作出谋划策，

促进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不断

提高。

突出“ 长效”管控。 文明城

市创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坚持问

题导向，在增强工作长效性、常

态化方面下功夫， 以精细、精

致、精准的原则，推动出租车行

业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同时，

主动深入到出租车驾驶员家中

开展“ 送法上门”服务活动。 为

出租车驾驶员提供普法知识服

务， 提升出租车驾驶员对交通

运输执法工作的满意率； 运用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

话、 出租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等平台，畅通民意反馈渠道，推

动系统内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检

查、督查、自查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进一步落地见效， 并将文明

城市长效管理工作纳入单位绩

效考核， 建立工作专班按照考

核制度对落实情况进行督办，

实现时时有检查，月月有通报、

季度有考核。

突出“ 品牌”效应。 交通运

输局通过宣传引导、教育培训、

督查督促等方式， 推进出租车

行业规范文明用语、 优化服务

流程、展示窗口形象，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和文明程度， 将出租

车行业打造成为宣传上饶、展

示上饶的“ 名片”；以开展出租

车行业整治为契机， 大力开展

出租车品牌创建活动， 延伸服

务内涵、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整

体形象、发挥引领作用，力争实

现全市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和

市民满意度“ 双提升”。

扮靓流动风景 播撒文明新风

我市多管齐下规范出租车行业管理

消防安全宣传

进社区

广丰 ： “电商 + ”点燃发展新引擎

������

广丰讯 每天下午

3

时， “ 柚子哥上饶特产直播

间” 准时开播 ， 广丰电商达人冯真亮向网友们推荐

广丰马家柚系列产品 、 土蜂蜜等广丰特产 ， 通过抢

单、 秒杀等形式 ， 调动广大粉丝参与直播互动 。 利

用“ 线上

+

线下” 经营销售模式， 冯真亮把生意做得

红红火火 ， 他自豪地说 ： “ 我们每年营业收入有

4000

多万元， 借助互联网的直播、 抖音、 微信 ， 下

一步准备在上饶做连锁 ， 努力把我们的店开到全国

各地。” 近年来， 广丰区通过政策扶持、 拓宽产品销

售渠道、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 让电商产业成为助推

广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上饶市抖微科技有限公司是

2021

年

10

月成立的

一家“ 互联网

+

大健康”的科技公司，在上饶高新区科

技企业孵化器帮助下， 公司致力抖音平台信息流，现

拥有

150

万客户流量，企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政府

为我们提供免费场地，帮助我们培训知识产权专利的

有关内容，帮助我们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日常的

管理 ，今年前三季度营业额已突破

700

万元 ，增长幅

度

120%

，预计全年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万元。 ”该公司

负责人邱瑞介绍。

为促进电商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广丰区充分发挥

“ 电商

+

产业” “ 电商

+

市场” “ 电商

+

文旅” “ 电商

+

物流” 叠加效应， 建成广丰电商产业园、 数字经济产

业园、 网红经济街区， 推动直播带货、 社区团购、 跨

境电商 、 线上线下融合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 目

前， 全区共有电商企业

200

余家， 带动相关从业人员

1

万余人， 累计培训农村电商人才

1.8

万多人次， 建

成

192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真正实现“ 全国商品广

丰买， 广丰商品全国卖”。

（ 徐道贵）

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

意识，增强居民的应急能力，

11

月

4

日上午，信州区东市

街道中山路社区联合茶圣中

路社区、箭道巷社区、大井头

社区、 沿城社区、 建新路社

区、市委市府大院社区、五三

二社区、 祝家巷社区在市中

心广场开展第

31

个全国消

防日暨 “抓消防安全 保高

质量发展”宣传活动。图为社

区干部在活动现场向群众发

放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廖爱芳 摄

������

近日，在铅山县青溪服务中心后洲村田畈上，秸秆打包机正在田间

地头忙个不停。铅山县抓牢秋季禁烧工作，大力实施秸秆资源化综合利

用项目，对稻田里的秸秆进行清理打包，用于生物质燃料、畜牧养殖、蔬

菜种植等领域。 丁铭华 徐莉颖 摄影报道

秸秆打包再利用

二十四节气

11

月

7

日， 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十九个节气———立冬。作为冬季的第一个节

气，立冬既传递着天寒地冻、万物收藏的物候

变化，也传递着蓄能积势、孕育未来的美好希

冀。

立冬“ 三候”这样写道：“ 一候水始冰；二候

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 ”意思是说，立冬

时节，水开始结冰，土地开始冻结，野鸡一类的

大鸟已难得一见。

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并称“ 四立”，宣示

万物在春天萌生，在夏天滋长，在秋天收获，在

冬天休藏。从立冬开始，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状

态，为来年春天的勃发蓄能积势。

立冬，意味着冬季来临。不过，我国幅员辽

阔，祖国南北温差不同、景色各异。东北大兴安

岭地区和西北新疆北部地区早已大雪纷飞，首

都北京也开始呈现“ 秋深渐入冬”“ 红叶已随

风”的初冬图景，长江中下游的气温近期不降

反升、冬季远未到来，华南地区依然是绿水青

山、温暖宜人。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

6

日夜间至

8

日，

四川东部、陕西中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山西

南部、 河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中陕西东部和西南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

部局地有大雨。

8

日至

9

日，受冷空气影响，新

疆伊犁河谷和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

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北疆北部山区局地有

大雪。 而在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总体向暖。

立冬之日，民间有补冬的习俗，正如谚语

所说“ 立冬补冬，补嘴空”。 南北方因气候和物

产不同，饮食和进补也各异。 譬如，在北方，很

多人家里在立冬这天会吃饺子，一些“ 老北京”

会涮羊肉进补；在南方，立冬这天酿黄酒是绍

兴传统的酿酒风俗，草根汤则是闽中人家熬制

和食用的养生汤。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立冬之后，我国一些

地区的农事同春、夏、秋三季相比，似乎显得不

那么繁忙了，但是农民们并没有闲着，海南一

些地方正发挥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种

植瓜菜，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方则分别

忙着冬小麦和冬油菜播种的收尾。

对农业来说，冬季是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

黄金时期。各地的灌区建设呈现出一派繁忙景

象，国务院部署重点推进的江西大坳等

6

处新

建大型灌区在加快建设中，安排年度投资计划

的

529

处大中型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同样在

加快推进。

冬季是一个蓄能积势的季节，也是一个孕

育未来、带给人们美好憧憬的季节。 大江南北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补齐灌区水利设施短

板，抢抓冬季施工黄金期，为来年的农业丰收

打下好基础。

立冬：蓄能积势，孕育未来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