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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愿景和战略 为什么要实现可持续性？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

2 建立愿景 设想一个未来的可持续状态，与今天的情况比对，确定需要做什么来达到理想的状态。

3 领导力、承诺和管理
无论怎样的组织结构，最高管理者、高层都需要积极支持可持续性工作，需要经常参与讨

论、审查进展和倡导激励。

4 可持续发展是共同的责任
一个专职人员或团队可以推动和协调工作，但还须有每个人的积极参与，这就是为什么领

导承诺是如此重要。

5 与利益相关方接洽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举办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背景，外界对主办方和活动的合理期望是什

么。有助于预测外部各方对可持续性工作的反应和获得更多的支持。

6 确定哪些议题最重要
可持续性议题有很多，需要有优先事项。确定优先的原则：与赛事相关，面临的风险，相

关方意见。

7 确定范围 确定的范围应该是你可以直接控制或有强大影响力的事项。

8 设定目标和指标 计划去做或实现的事情，目标与愿景、确定的优先主题相关。

9 评估进展 定期检查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及时纠偏。

10 报告、交流、分享知识 讲故事，让人们知道你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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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种类 是否要求开展碳足迹评价

1

一、围护结构及混凝土类（8 种）

预制构件 是

2 钢结构房屋用钢构件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 现代木结构用材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 砌体材料 是

5 保温系统材料 是

6 预拌混凝土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7 预拌砂浆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8 混凝土外加剂减水剂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9

二、门窗幕墙及装饰装修类（16 种）

建筑门窗及配件 否

10 建筑幕墙 是

11 建筑节能玻璃 是

12 建筑遮阳产品 是

13 门窗幕墙用型材 是

14 钢质户门 否

15 金属复合装饰材料 是

16 建筑陶瓷 是

17 卫生洁具 是

18 无机装饰板材 是

19 石膏装饰材料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20 石材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21 镁质装饰材料 否

22 吊顶系统 是

23 集成墙面 是

24
纸面石膏板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25

三、防水密封及建筑涂料类（7 种）

建筑密封胶 否

26 防水卷材 是

27 防水涂料 是

28 墙面涂料 是

29 反射隔热涂料 是

30 空气净化材料 是

31 树脂地坪材料 是

32

四、给排水及水处理设备类（9 种）

水嘴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3 建筑用阀门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4 塑料管材管件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5 游泳池循环水处理设备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6 净水设备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7 软化设备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8 油脂分离器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39 中水处理设备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0 雨水处理设备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1

五、暖通空调与照明类（8种）

空气源热泵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2 地源热泵系统 否

43 新风净化系统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4 建筑用蓄能装置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5 光伏组件 是

46 LED照明产品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7 采光系统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48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是

49

六、其他设备类（3种）

设备隔振降噪装置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50 控制与计量设备 是（必要条件中选做）

51 机械式停车设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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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种类

1

一、围护结构及混凝 

土类（8种）

预制构件

2 钢结构房屋用钢构件

3 现代木结构用材

4 砌体材料

5 保温系统材料

6 预拌混凝土

7 预拌砂浆

8 混凝土外加剂 减水剂

9

二、门窗幕墙及装饰 

装修类（16种）

建筑门窗及配件

10 建筑幕墙

11 建筑节能玻璃

12 建筑遮阳产品

13 门窗幕墙用型材

14 钢质户门

15 金属复合装饰材料

16 建筑陶瓷

17 卫生洁具

18 无机装饰板材

19 石膏装饰材料

20 石材

21 镁质装饰材料

22 吊顶系统

23 集成墙面

24 纸面石膏板

25 三、防水密封及建筑 建筑密封胶

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种类

26

涂料类（7种）

防水卷材

27 防水涂料

28 墙面涂料

29 反射隔热涂料

30 空气净化材料

31 树脂地坪材料

32

四、给排水及水处
理 设备类（9种）

水嘴

33 建筑用阀门

34 塑料管材管件

35 游泳池循环水处理设备

36 净水设备

37 软化设备

38 油脂分离器

39 中水处理设备

40 雨水处理设备

41

五、暖通空调及太
阳 能利用与照明类

（8种）

空气源热泵

42 地源热泵系统

43 新风净化系统

44 建筑用蓄能装置

45 光伏组件

46 LED照明产品

47 采光系统

48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49

六、其它设备类（3
种）

设备隔振降噪装置

50 控制与计量设备

51 机械式停车设备

认证申请

申请人提交申请书

及相关资料

认证机构对申请资

料进行评审

申请人提交自评报

告及证实性资料

认证机构进行资料

技术评审

资料技术评审

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产品一致性检查

绿色要求符合性

验证

现场检查

仅针对实施规则/细

则规定的抽样检查

可以采信符合要求

的检验报告

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不一定抽检

抽样检查

认证结果的评价

认证结果的批准

认证结果

有效期5年

证书到期后不需再

认证，根据上次监

督结果决定是否换

发证书

获证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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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据

来源

承诺内容

真实

引用相关方

证言

负面信息

披露
中国建筑 √ √ √ √
中国中铁 √ √
中国铁建 √ √ √
中交集团 √ √ √ √
中国电建 √ √ √
中国能建
中化集团 √

读者意见反

馈表
识别实质性议题 改进说明

中国建筑 √ √ √

中国中铁 √

中国铁建 √ √

中交集团 √ √

中国电建 √ √

中国能建 √ √

中化集团

回应时代热点 纵向对比数据 横向对比数据

中国建筑 √ √ √
中国中铁 √ √
中国铁建 √ √ √
中交集团 √ √ √
中国电建 √ √ √
中国能建 √ √ √
中化集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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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记事
JCC Chronicle

中心记事
JCC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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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视角 P E S T L

对于是否采用数字

化的犹豫性
√

过高的实施成本 √

组织及过程变化 √

技能提升的必要 √

知识管理 √

验收 √

缺乏标准和参考体

系结构
√

对计算机设备的

高要求
√

数据安全与保护 √

改进现有通信网络 √

法规遵从性 √

法律合规的不确

定习性
√

注：P-政治    E-经济    S-社会     T-技术    E-环境    L-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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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角色说明 应用范围

1
北京******有

限公司
业主

对本项目的 BIM 实施提出需求；
组织建立项目整体 BIM 实施管理体系；
组织管理本项目的 BIM 实施；
负责导则编制的组织、审定、批准、
颁布；
审批各参与方提交的 BIM 成果；

2
中设******有

限公司
BIM咨询

顾问

编制项目 BIM 实施导则、实施标准；
对项目各方提供项目 BIM 标准答疑；
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必要的项目协调
会；
负责各方 BIM 模型等成果的全过程数
据收集及审核；
审核各参与方提交的 BIM 成果，并提
交各阶段 BIM成果审核意见及 BIM 优
化建议；

3
北京***设计
院有限公司

设计总控

根据合同约定的 BIM 工作范围，完成
本项目设计阶段的 BIM 工作内容；
提供本项目设计工作 BIM 技术措施等
资料，协助业主和 BIM 顾问制定本项
目的 BIM 实施导则；
搭建满足自身 BIM 实施工作需求的软
硬件环境；
负责制定本单位的 BIM 实施计划 
按 BIM 实施导则的要求，按时提交各
阶段系统完整、主路由可行、不能有
严重碰撞问题的合格原始格式模型相
关模型数据等资料；
根据 BIM 实施标准建立 BIM 模型，
并对模型进行内部检查，确认符合实
施标准的要求；
负责设计阶段各设计方模型的综合工
作（包含幕墙、弱电、厨房、燃气、
热力、钢结构、厨余垃圾、中央吸尘
等专业模型）查看模型之间的对应关
系，寻找不同设计方模型和主控单位
模型间存在的碰撞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进行有效评估，提出报告并给到各
参与方，需要对模型（图纸）进行改
动的，由模型（图纸）创建方负责，
由业主及 BIM 咨询顾问进行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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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配置 硬件用途

普通工

作站

操作系统 Windows 7 64位

模型建立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4770K

内存 32G

主硬盘 2TB/7200转/分

显卡 NvidiA GeForce Q6000

图形工

作站

操作系统 Windows 7专业版

模型协同深化

处理器 英特尔 E5-2630

内存 64G

主硬盘
512固态硬盘、

1TB机械硬盘/10000转/分

显卡 NvidiA QuAdro P4000

IPAD 4 硬盘 64G
移动端浏览模

型（验收）

三维激光

扫描仪
型号

拓普康GLS2000三维激光扫描仪/

天宝TX5三维激光扫描仪

钢结构吊装过

程中的检测

软件名称/版本 软件产商 软件用途

Autodesk Revit 

2016
AUTODESK 土建、机电模型

Tekla Structure

21.1
Trimble 钢结构模型

Rhinoceros6.0/

CATIA V5R20

RobertMcNeel

&Assoc/DAssAult

幕墙模型创建及

复杂曲面造型

Trimble 

ReAlworks
Trimble 点云数据模型

RevitStructure

2016
AUTODESK 场地布置

……

ProjectWise Bentley 协同工作平台



53 专业化 增值化 数字化 国际化

101
图纸会审记录表

C2-2
S2-016 结构 20190918

B2顶板AN～AM/4-5,次梁局部偏心

300，梁端水平加腋做法见详图3
否

模型暂不

修改

918-830图

纸会审

102
图纸会审记录表

C2-2
S32-009 结构 20190918 展览区首层展沟剖面修改，详见附图4 是

设计模型

已改

918-830图

纸会审

103
图纸会审记录表

C2-2
S2-004 结构 20190918

调整B01层顶1轴交BP～BQ顶板标高，

详见附图5
是 模型已改

918-830图

纸会审

104
图纸会审记录表

C2-2
S2-013 结构 20190918

调整B01层顶1轴交BK～BJ顶板标高，

详见附图6
是 模型已改

918-830图

纸会审

105
图纸会审记录表

C2-2

S32—003

～S32—005
结构 20190918

调整B01层顶10～11轴交BB～BC次梁定

位，往西移动300，详见附图7
是 模型已改

918-830图

纸会审

109
图纸会审记录表

C2-2
S2-027 结构 20190918 3#汽车坡道修改，详见服务图10～13 是 模型已改

918-830图

纸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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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对象 重点意义 部分审核重点（含关键议题）

高层领导

进一步明确企业十四五发

展方向，了解业务发展重

点，为部门与下属单位和

项目审核明确方向

把握方向：企业文化氛围营造、十三五期间发展成就及不足、十四五目标及业务规划、

区域规划、管理提升重点、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产品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优化及风险管

理……

企业文化部

审核各部门职能践行对整

体战略发展的支撑情况

细化审核：企业文化氛围营造、基层单位文化建设、企业品牌塑造与维护、业务品牌塑

造与维护、人物品牌塑造与维护、品牌与经营协同……

规划发展部

细化审核：十三五发展不足及问题、十四五目标差距分析、业务规划与市场布局规划、

战略资源保障、组织机构与战略匹配管理、战略合作管理、战略执行推进与测量、整合

管理体系、产品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优化、对标管理、风险管理……

经营开发部

细化审核：十三五经营开发短板、十四五经营开发策略及布局、经营开发体系建设、经

营开发模式探索、经营开发人员管理、顾客与市场细分管理、顾客关系维护体系、市场

开发管理（顾客和相关方关系）、经营开发激励、顾客满意度提升……

国际业务部
细化审核：海外市场拓展、国际化团队人才建设、海外生产项目、海外项目成本控制、

海外项目劳务管理、海外项目风险管理、海外项目资源调配……

投资管理部等
细化审核：投资及多元人才队伍建设；投资与多元业务的发展；投资风险管理；投资与

内部生产类资源协作、其他新业务过程管理；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生产技术管

理部

细化审核：绿色施工、标准化应用、生产组织协调、进度管理、提升履约能力、工程项

目满意度管理……

人力资源部
细化审核：组织机构管理、人力资源规划、关键人才培养与留住、绩效激励管理、学习

型组织建设、人力资源与发展格局的匹配……

科技创新部

细化审核：科技信息管理、科技规划管理、科技平台管理、数字化施工与实践、技术开

发管理、一线科技支持、一线科技应用、公司的改进与创新体系管理、提升创新能力、

知识管理……

…… ……

各二级单位
审核二级在所属专业领域

对公司战略的支撑情况

细化审核：文化传承、战略细化与实施支撑、专业顾客与市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知

识管理、技术管理、项目管理、安全质量环境管理、内部产业链协作、基层关键岗位人

员培养、基层创优与科技管理……

各项目部
审核项目对生产要求的执

行情况

细化审核：基层文化建设管理、标准化执行、生产技术管理、项目创优管理、物资管

理、安全质量环境管理、经济管理、基层队伍人员管理、劳务管理、计划与协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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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开始实施的工程建设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国家标准

1 GB/T 51425-2020 森林火情瞭望监测系统设计标准 2020/6/9 2021/3/1

2 GB 50190-2020 工业建筑振动控制设计标准 2020/6/9 2021/3/1

3 GB 51433-2020 公共建筑光纤宽带接入工程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4 GB 50040-2020 动力机器基础设计标准 2020/6/9 2021/3/1

5 GB 51432-2020 薄膜晶体管显示器件玻璃基板生产工厂设计标准 2020/6/9 2021/3/1

6 GB 50514-2020 非织造布工厂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7 GB/T 51431-2020 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9 GB/T 50600-2020 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10 GB 50454-2020 航空发动机试车台设计标准 2020/6/9 2021/3/1

11 GB/T 50485-2020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12 GB/T 50599-2020 灌区改造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13 GB/T 50549-2020 电厂标识系统编码标准 2020/6/9 2021/3/1

14 GB50431-2020 带式输送机工程技术标准 2020/6/9 2021/3/1

15 GB 50516-2010 加氢站技术规范 2021/3/26 2021/5/1

16 GB 50620-2020 粘胶纤维工厂技术标准 2020/11/10 2021/6/1

17 GB/T 50538-2020 埋地钢质管道防腐保温层技术标准 2020/11/10 2021/6/1

18 GB 50026-2020 工程测量标准 2020/11/10 2021/6/1

19 GB/T 51408-2021 建筑隔震设计标准 2021/4/27 2021/9/1

20 GB 50156-2021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2021/6/28 2021/10/1

21 GB/T51402-2021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设计标准 2021/4/9 2021/10/1

22 GB51428-2021 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2021/4/9 2021/10/1

23 GB/T 51439-2021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2021/4/9 2021/10/1

24 GB/T51435-2021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 2021/4/9 2021/10/1

25 GB 50014-2021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2021/4/9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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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开始实施的工程建设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国家标准

26 GB/T 51422-2021 建筑金属板围护系统检测鉴定及加固技术标准 2021/4/9 2021/10/1

27 GB 50151-2021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2021/4/9 2021/10/1

28 GB 51427-2021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2021/4/9 2021/10/1

29 GB/T 51403-2021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2021/4/9 2021/10/1

30 GB/T 50526-2021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2021/4/9 2021/10/1

31 GB 51440-2021 冷库施工及验收标准 2021/6/28 2021/12/1

32 GB 51445-2021 锑冶炼厂工艺设计标准 2021/6/28 2021/12/1

33 GB 50072-2021 冷库设计标准 2021/6/28 2021/12/1

34 GB/T 50760-2021 数字集群通信工程技术标准 2021/6/28 2021/12/1

35 GB/T 51443-2021 铟冶炼回收工艺设计标准 2021/6/28 2021/12/1

36 GB/T 50532-2021 煤炭工业矿区机电设备修理设施设计标准 2021/6/28 2021/12/1

37 GB/T 51437-2021 风光储联合发电站设计标准 2021/6/28 2021/12/1

行标

1 JGJ/T 231-2021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2021/6/30 2021/10/1

2 JGJ/T 489-2021 历史建筑数字化技术标准 2021/6/30 2021/10/1

3 JGJ/T 491-2021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2021/6/30 2021/10/1

4 JGJ/T 490-2021 钢框架内填墙板结构技术标准 2021/6/30 2021/10/1

5 CJJ/T 310-2021 高速磁浮交通设计标准 2021/6/30 2021/10/1

6 JGJ/T 15-2021 早期推定混凝土强度试验方法标准 2021/6/30 2021/10/1

7 JGJ/T 231-2021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2021/6/30 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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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系类培训课程

课程名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内审员培训

北京 北京 北京 成都 上海 西安 福州 南京

2017新版《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
理规范》标准解读

北京 珠海

企业如何贯彻实施2017新版《工程建
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北京 贵阳

建筑企业EPC项目合同谈判 北京 北京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北京

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体系主要问题与
对策

北京

如何在企业内部开展内审工作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培训 北京

合规管理体系培训 北京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如何与现行三体
系融合

北京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培训 北京

GB/T 36000-2015《社会责任指南》
解读

北京

GB/T 39653-2020《在管理体系中使
用GB/T 36000》标准解读

北京

GB/T 39604-2020《社会责任管理体
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标准解读

北京

GB/T 39626-2020《第三方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社会责任实施指南》标

准解读
北京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培训 北京 北京

二、质量提升类培训课程

课程名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质量管理常用工具方法（0.5天） 北京

卓越绩效评价概述（1天） 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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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自评师培训（2天） 北京 北京

卓越绩效评标准培训（2天） 北京 北京

卓越绩效评价应用实践（2天） 北京 北京

建筑企业 卓越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培训 北京

建筑企业 卓越质量管理体系评审员
培训

北京

三、数字工程类课程

课程名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ISO 19650-1、2标准解读 北京 北京 北京

企业BIM管理体系构建 北京

工业基础类（IFC）、国际语义分类
编码（IFD）、信息交付手册（IDM）

标准讲解
北京 北京 北京

BIM服务软硬件信息环境的构建 北京 北京 北京

工程项目标准化BIM组织与管理 北京

建筑企业业务数字化与数字化转型 北京

BIM中心服务体系构建 北京

四、装配式建筑课程

课程名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技术质量培训 北京

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星级评价培训 北京

构件生产企业自愿性产品认证的培训 北京

装配式建筑施工--工具式防护体系
的应用

北京

认证审核员的培训：设计院、生产工
厂和施工企业

北京

标准编写指南及标准审核发布流程梳
理：RB\CECS\CCIA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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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施工--混凝土工程 北京

装配式建筑施工—钢筋工程 北京

装配式建筑施工—铝合金模板的应用 北京

五、绿色低碳节能课程

课程名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绿色工厂评价基础知识介绍 北京

绿色产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政策、
案例研究

北京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体系内审
员培训

北京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基础知识介绍 北京

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
术要求解读（面向混凝土企业）

北京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基础知识讲解 北京

碳排放核查报告编制重点解读 北京

ISO 14064-1:2018 内部核查员培训 北京

预制构件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解读（面向预制构件企业）

北京

预拌砂浆企业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
要求解读（面向混凝土企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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