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S h e n z h e n  G r e e n  B u i l d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关于召开“2019 年可持续建筑环境 

深圳地区会议（SBE19 Shenzhen）”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和学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

系，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

提出“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这说明深入推进和加

快发展绿色建筑，提升可持续建筑环境质量面临难得的历史

机遇。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总体要求，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与

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主办的“2019 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

区会议（SBE19 Shenzhen）”定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

在深圳大学科技楼召开，会议主题为“从绿色建筑走向生态

城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 

大会主要围绕“生态城市社区的政策框架与评价体系、

高密度城市的微气候与生态环境、面向社会参与和遗产保护

的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助力可持续城市、可持续的



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技术创新、生活行为改变对城市可持续

性的影响”六个方面内容，以及城市垃圾处理、绿色建筑技

术、健康和福祉、可持续社区、生态地下空间、绿色施工方

法、生态建筑材料、有机废弃物、韧性城市、城市水环境、

气候适应能力、社会包容性等行业热点专题，交流国内外最

新科技成果、发展趋势、成功案例，探索从绿色建筑走向生

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参会人员 

国内外建设、环保、节能减排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绿色建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勘

察设计、绿色地产、施工、建材、建筑装饰、物业、绿色交

通，绿色金融等有关单位。 

三、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12 月 4 日报到） 

会议地点：深圳大学科技楼 

注册报到地点：大会指定酒店及会议现场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费： 

分类 
10 月 31日 

前注册 

11 月 30日 

前注册 
现场注册 

专业人员 
¥2000 

（USD290） 

¥3000 

（USD430） 

¥4000 

(USD570) 

学生 
¥500 

(USD70) 

¥800 

(USD120) 

¥1000 

(USD150) 



   备注：费用含 12月 5-6日午餐、12月 5日晚酒会、主论坛及分

论坛出席资格、会议资料费、会议茶歇、参观考察费等。 

（二）报名方式及流程： 

1、通过“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官网（www.cngbol.com）”

或“大会官网（www.sbe19shenzhen.com）”下载《参会回执》，

填写后发送至协会邮箱，szlx003@vip.126.com； 

2、组委会收到《参会回执》后将电话联系拟参会人员，

确认有关信息及注册缴费情况，邮件反馈报名成功。 

（三）大会信息发布：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官网（www.cngbol.com） 

大会官网（www.sbe19shenzhen.com）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灯、郑莉、方龙广 

电话：0755-23931865；83692765 

传真：0755-83677953；邮箱：szlx003@vip.126.com 

微信：shenzhen-gba；邮编：518028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 1043 号深勘大厦 613 室 

附件 1、会议方案；附件 2、参会回执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2019 年 11 月 20日 

mailto:szlx003@vip.126.com
http://www.sbe19shenzhen.com/
mailto:szlx003@vip.126.com


附件 1、 

会议方案 

一、会议背景 

“可持续建筑环境(SBE)会议系列”被视为现今可持续建

筑及建造业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盛会，由国际建筑与建筑

研究与创新委员会、可持续建筑环境国际倡议、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共同发起，于 2000 年开始

举办，每三年在全球甄选一个城市举行（2000马斯特里赫特、

2002奥斯陆、2005 东京、2008 墨尔本、2011 赫尔辛基、2014

巴塞罗那、2017 香港），举办权竞争激烈。该会议三年为一

个周期，首年为策划、次年为地区会议、第三年为全球会议。 

“2017 年度香港可持续建筑环境全球会议（WSBE2017）”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成功举行。大会主题为“建筑环境变革：

创新、融合、实践”，整合与分享 2016年二十个地区会议的

研讨成果。来自 5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名绿色建筑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参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

振英先生、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代表、国务院参事仇保兴

博士及多位政府高官主持大会开幕式。此次会议对香港乃至

我国城市未来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借此建筑业最富盛

名的国际平台，协会把深圳乃至中国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经验分享给世界，发出了行业的声音。为推动深圳绿色建筑

与生态城市更好发展，助力先行示范区建设，在有关单位的



支持下，协会成功申请到 SBE19 Shenzhen 的举办权。 

二、大会组织 

（一）指导单位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主办单位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深圳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 

（三）承办单位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大学 

（四）协办单位 

国际建筑与建筑研究与创新委员会、可持续建筑环境国

际倡议、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香港

绿色建筑议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

员会、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五）支持单位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建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邦（集团）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市科源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深圳市翠箓科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绿大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深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万都时代绿色建筑

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城设（综

合）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

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中海地产有限公司、香港华艺设

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天安骏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三、拟邀请部分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Nils  SBE 组委会主席 

Lisa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主席 

戴礼翔  新加坡建设局副局长 

黄念慈  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会执行董事 

Johannes Kreissing 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Iwan Prijanto  印度尼西亚绿色建筑协会主席 

Ar Chan Seong Aun  马来西亚绿色建筑协会主席 

Ir.Benny Song  马来西亚绿色建筑协会沙巴州主席 



王有为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

任  

陈湘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

长  

吴硕贤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王清勤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叶  青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邬国强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  

李百战  国家级低碳绿色建筑（科技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主任  

葛  坚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教授 

四、会议安排 

（一）大会日程 

12 月 5 日上午，开幕式暨主论坛 

  领导致辞 

 SBE 大会启动仪式 

 主旨演讲 

12 月 5 日下午，综合论坛 

12 月 6 日上午，分论坛 

12 月 6 日下午，分论坛/绿色建筑示范项目考察 

（二）推荐酒店 

1.圣淘沙翡翠店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金鸡路 1号翡翠明珠花园 

距深大距离：2公里     联系方式：0755-26390888 

房价：高级单间/高级标间-658 元/738元（含早） 

                     

2.丽雅查尔顿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四道 13号 

距深大距离：2公里    联系方式：0755-66630000 

房价：高级单间/高级标间-600 元/600元（含早） 

 

3.洲际酒店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深南大道 9009号 

距离深大：5公里   联系方式：400 830 2766 

房价：大床房-1300 元（含单早）；行政房-1800元 



 

（三）用餐及交通 

1、参会费用含 12 月 5 日、6 日午餐，12 月 5日晚酒会； 

2、会议期间，酒店至会场摆渡、机场定点班车接送。 

备注：更多详情请关注大会信息发布平台。 

 

 

 

 

 

 

 

 

 

 

 

 

 



附件 2、 

SBE19 Shenzhen 参会回执 
 

单位  

地址  邮编  

传真  联系人  

邮箱   手机   

微信   固话   

参会代表 性别 职务/职称 电话 手机 邮箱 

      

      

      

      

      

      

大会组委会会务组： 

联系人：马灯、郑莉、方龙广 

电话：0755-23931865；83692765     

传真：0755-83677953；邮箱：szlx003@vip.126.com 

网站： www.sbe19shenzhen.com 

微信：shenzhen-gba；邮编：518028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 1043号深勘大厦 613室 

大会微站 

mailto:szlx003@vip.126.com
http://www.sbe19shenzh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