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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７６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号)的

要求,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主编的 «绿色施工管理

规程»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编号为 DB１１/５１３
－２０１５,代替DB１１/５１３－２００８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自２０１５
年８月１日起实施.其中第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１３、６２１条为

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４〕２５１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４〕０７号)收悉.经研究,
同意该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

备案号为:J１２８７５－２０１４.其中,同意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１３、

６２１条作为强制性条文.
该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和

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日

４



前　言

本规程为条文强制性标准,其中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１３、

６２１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依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
号)文件要求,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会同相关单位

共同修订完成.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分为: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

４施工管理、５资源节约、６环境保护、７职业健康与安全、８绿

色施工考核评价、附录 A北京市建筑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
附录B北京市建筑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评分标准.其中附录

A和附录B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１对基本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

改,将原规程基本规定的内容修改为施工管理章节中的组织职责,
新增５条绿色施工的原则要求;２增加施工管理章节,由组织职

责和规划实施两节组成,突出绿色施工管理过程中组织管理的重

要性;３调整职业健康与安全章节部分内容,将与现行地方标准

重合的内容进行了删减或指引;４增加绿色施工评价章节.
本规程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

组织实施,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
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给中国建筑一局 (集

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四环南路５２号中建一局大厦

１４０８室,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６１,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３９８２７０９,Email:

aqb＠cscec１b．net)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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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本规程主要修订人员:魏吉祥　吴　建　曾　勃　胡晓琦

薛　刚　姜　华　王静宇　陈　红

孙宗辅　解金箭　颜忠敏　王长军

陈燕鹏　高文进　牛慧斌　黄玉光

杨　杰　刘卫权　孙海东　王彦昌

金绍江　乔四海　高　原　杨丹凤

黄　晟　黄　磊　李永伟　彭军军

曾　铭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王永华　戴宝均　刘立平　张　帆

吉祖友　刘伯儒　郭冬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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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推动北京市绿色施工管理,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在施工过程中做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保障从业

人员的健康,规范绿色施工管理,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

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拆除工程.

１０３　施工现场绿色施工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地方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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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绿色施工 Greenconstruction
工程建设中,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

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提高能源利用率,
减少施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节地、节能、节水、
节材和环境保护,保护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２０２　施工现场Constructionsite
工程建设实施阶段按规定实施围挡的生产作业场所.

２０３　主要道路 Mainroad
施工现场主要用来供运输车辆行驶的道路.

２０４　建筑垃圾Constructionwaste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过程

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它废弃物.

２０５　非传统水源 Nonconventionalwatersources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

雨水等.

２０６　基坑封闭降水 Obdurategroundwaterlowering
在基底和基坑侧壁采取截水措施,对基坑以外地下水位不产

生影响的降水方法.

２０７　绿色施工评价 Greenconstructionevaluation
对工程项目绿色施工水平及效果所进行的检查和评估活动.

２０８　信息化施工Informationconstruction
利用信息化手段,将工程项目实施过程的信息进行有序存

储、处理和利用的施工方法.

２０９　建筑工业化Constructionindustrialization
以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在工厂完成建筑项目的构、配件制

造,在施工现场进行安装的建造方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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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建设单位应协调参建各方做好施工现场的绿色施工和环

境保护工作,签订施工现场管理协议,明确绿色施工的职责.

３０２　施工单位应建立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实施目

标管理.

３０３　施工单位应开展绿色安全工地的创建活动,施工前做好

绿色施工的统筹规划工作.

３０４　施工单位应进行总体方案优化,注重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中,应

设置专门的绿色施工章节,实施过程中宜编制专项绿色施工方

案.

３０５　施工单位应定期进行绿色施工评价,制定改进措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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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施工管理

４１　组织职责

４１１　建设单位应向施工单位提供建设工程绿色施工的相关资

料,资料应真实、完整.

４１２　建设单位应会同参建各方接受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

工程实施绿色施工的监督、检查.

４１３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绿色施工进行监

理.

４１４　监理单位应审核施工组织设计中的绿色施工技术措施或

专项施工方案.

４１５　施工单位负责组织绿色施工的具体实施.

４１６　施工单位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绿色施工管

理体系,负责绿色施工过程的动态管理及目标实现.　
４１７　施工单位应制定施工现场环境保护和人员安全与健康等

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４２　策划与实施

４２１　施工组织设计的绿色施工章节或专项绿色施工方案应包

括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的措施内容以及施工环境

污染应急预案.

４２２　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特点,施行绿色施工培训和宣传.

４２３　施工过程中应对绿色施工管理活动进行控制,定期进行

计量、检查、对比分析,制定改进措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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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资源节约

５１　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５１１　施工现场各类设施应统筹规划,合理布置,并实施动态

管理.

５１２　施工过程中应减少土方开挖量及土壤的扰动,保护周边自

然生态环境.对于因施工而破坏的植被、造成的裸土,应采取覆

盖或固化等措施,施工结束后,应恢复原有植被或进行合理绿化.

５１３　装配式构件,宜采取工厂化生产、现场安装.

５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５２１　施工现场应制定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率,禁止使用

国家、行业、地方政府明令淘汰的施工设备、机具和产品.

５２２　临时设施的设计、布置与使用,应采取节能降耗措施,
并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

DB１１/６９３的规定.

５２３　合理安排施工区域及施工顺序,选择功率与负荷相匹配

的机械设备,减少设备、机具使用数量.

５２４　按照方案布置施工用电线路,实行用电分表计量;照明

宜选用节能灯具和声、光控开关;用电电源处应设置明显的节约

用电标识.

５２５　施工单位宜合理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５２６　工程施工使用的材料宜就地取材,缩短运输距离,减少

能源消耗.施工单位宜优先选用符合标准、技术先进的车辆进行

运输.

５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５３１　施工现场临时给排水应进行统一规划,施工单位应制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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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指标和节水措施.

５３２　施工现场供水管线布局和管径布置合理,施工单位应采

取措施减少管网和用水器具的漏损.

５３３　施工现场应采取地下水资源保护措施,新建、改建、扩建

建设项目限制施工降水.确需要进行降水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组织专家论证审查.基坑降水阶段排出的地下水应合理利用.

５３４　施工现场的生活用水与工程用水应分项计量,施工单位

应严格控制施工阶段用水量.

５３５　施工现场工程、生活用水应使用节水型器具,在水源处

应设置明显的节约用水标识.施工中宜采用先进的节水施工工

艺.

５３６　施工现场宜利用非传统水源,宜建立雨水、中水或其他

可利用水资源的收集利用系统.

５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５４１　施工单位编制施工方案时应优化,宜推广使用高强度钢

材、高强度钢筋,降低材料消耗.

５４２　根据施工进度、库存情况等合理安排材料的采购、进场

时间和批次,减少库存.

５４３　现场材料和成品、半成品应制定保护措施.现场材料按

平面图码放.

５４４　依照施工预算,实行限额领料,控制材料消耗.

５４５　施工单位应合理利用建筑垃圾及施工余料,提高废料利

用率.

５４６　施工现场临时办公、生活用房应利用既有设施.临建设施

宜采用工厂预制、现场装配的可拆卸、可循环使用的构件和材料.

５４７　施工中应优先选用绿色、环保和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限

制和淘汰落后材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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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环境保护

６１　扬尘控制

６１１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和模板存放、料具码放等场地应根据

用途进行硬化,其它场地应当进行覆盖或绿化;土方应当集中堆

放并采取覆盖或固化等措施.建设单位应当对暂时不开发的空地

进行绿化.

６１２　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车辆出场时必须

将车轮、车身清理干净.

６１３　基坑土方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出入口满足安装条件的应

安装高效洗轮机.

６１４　建筑垃圾应使用符合本市标准的运输车辆并密闭运输,
不得遗撒.

６１５　施工单位对现场道路和进出口周边１００m 以内的道路应

进行清扫和洒水降尘,不得有泥土和建筑垃圾,防止产生扬尘污

染.办公区和生活区的裸露场地应进行绿化、美化.

６１６　施工单位应根据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级别启动应急预案,
减少或停止污染物排放的施工作业,并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处悬

挂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公告牌.

６１７　风力四级及以上,不得进行土方运输、土方开挖、土方

回填、房屋拆除以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６１８　施工现场细散颗粒材料、易扬尘材料的堆放、储存、运

输应封闭或有覆盖措施.

６１９　施工现场易产生扬尘的施工机械应采取降尘防尘措施.

６１１０　施工现场应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砌筑、抹灰以

及地面工程砂浆应当使用散装预拌砂浆.

６１１１　市政道路施工铣刨作业时,应采用冲洗等措施,控制扬

尘污染.无机料拌合,应采用预拌进场,碾压过程中应洒水降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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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２　拆除工程进行施工作业时应同时进行洒水压尘,防止扬

尘污染.

６１１３　建筑物、构筑物内建筑垃圾的清运,应采用容器或管道

运输,严禁凌空抛掷.

６１１４　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在施工现场装设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６１１５　外脚手架应采取封闭措施.

６２　有害气体排放控制

６２１　施工现场严禁焚烧油毡、橡胶、塑料制品及其他废弃物.

６２２　施工车辆、机械设备的尾气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和本市

规定的排放标准.

６２３　施工现场不得进行露天油漆喷涂作业.

６２４　施工中所使用的阻燃剂、混凝土外加剂氨的释放量应符

合国家标准.

６２５　施工过程中严禁使用苯、工业苯、石油苯、重质苯及混

苯作为稀释剂和溶剂.

６２６　食堂应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并定期维护保养.

６３　水土污染控制

６３１　车辆清洗处及固定式混凝土输送泵旁应当设置沉淀池,
污水应经沉淀后排入市政排水设施或综合循环利用.施工现场产

生的泥浆严禁直接排入市政排水设施.

６３２　施工现场存放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物品应设有专门的库

房,地面应做防渗漏处理.废弃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列入 «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应按规定集中处理,不得随意倾倒.

６３３　食堂、盥洗室、淋浴间及化粪池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北京

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DB１１/

１１３２的要求.

８

DB１１/５１３Ｇ２０１５



６４　噪声污染控制

６４１　施工现场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１２５２３的要求控制噪声排放,制定降噪措施,并

对施工现场场界噪声进行检测和记录.

６４２　施工过程中应优先使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具.施

工场地的强噪声设备宜设置在远离居民区的一侧,对强噪声设备

应采取封闭等降噪措施.

６４３　车辆进入施工现场,严禁鸣笛;装卸材料应做到轻拿轻

放.

６４４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不得进行产生环境

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确需进行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在夜间

施工许可期限内施工,并采取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６４５　施工现场混凝土振捣应采用低噪声振捣设备或围挡等降

噪措施.

６５　光污染控制

６５１　夜间施工应合理调整灯光照射方向,在保证现场施工作

业面有足够光照的条件下,减少对周围居民生活的干扰.

６５２　夜间电焊作业应有防止光污染措施.

６６　建筑垃圾控制

６６１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采取措施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应集中分类管理,宜对建筑垃圾进行综合利

用.工程结束后,对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全部清除.

６６２　施工现场应设置封闭式垃圾站,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应

分类存放,及时清运、消纳,具备条件的宜进行就地资源化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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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环境影响控制

６７１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对施工场地所在地区的土

壤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制定科学的保护或恢复措施,防止施工过

程中造成土壤侵蚀、退化,减少施工活动对土壤环境的破坏和污

染.

６７２　建设项目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的,工程开工前,应由建设

单位提供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未经批准,不得施工.

６７３　建设项目施工中涉及古树名木确需迁移,应按照古树名

木移植的有关规定办理移植手续和组织施工.

６７４　对场地内无法移栽、必须原地保留的古树名木应划定保

护区域,严格履行园林绿化部门批准的保护方案,采取有效保护

措施.

６７５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文物,应立即停止施工,
保护现场并通报文物管理部门.

６７６　建设项目场址内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地上文物,应积极

履行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原址保护方案,确保其不受

施工活动损害.

６７７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地下穿越文物保护单位应按规定采取

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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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作业环境与职业健康

７０１　施工现场应实行封闭管理,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

应当在施工现场周边设置硬质围挡,施工单位应当对围挡进行维

护.

７０２　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应与施工区分开设置,并保持

安全距离;办公、生活区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要求.

７０３　施工单位应定期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

培训和体检,配备有效的防护用品,并指导作业人员正确使用职

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７０４　高温作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配备和发放防暑降温用品,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确保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冬季作业应采取防

火、防滑、防冻、防风、防中毒等安全措施,配备和发放取暖过

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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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绿色施工评价

８１　绿色施工检查

８１１　施工单位应有完善的绿色施工组织管理制度和机构,并

设置专、兼职管理人员.

８１２　施工单位应制订和落实绿色施工方案、措施.对从业人

员进行绿色施工培训和教育.

８１３　节地与土地资源保护、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

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料利用和环境保护五个要素的措施符合本规

程规定.

８１４　施工单位应每月进行绿色施工检查.

８１５　各项管理和监测记录齐全.

８２　绿色施工效果评价

８２１　施工单位按照本规程附录 A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

专项检查表»的内容,每月对施工现场绿色施工效果进行打分评

价.评分办法按照本规程附录B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

检查评分标准»执行.

８２２　参建各方应根据绿色施工检查评价情况,制定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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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
(资料性附录)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表

施工单位:　　　　　　　　　　　　　　　工程名称: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标准
分值

评定
分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绿
色
施
工
措
施

施工现场周边采取围挡措施,门前及围挡附近及时清扫 ６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及场地按要求进行硬化处理 ６
施工现场裸露地面、土堆按要求进行覆盖、固化或绿化 ６
外脚手架按要求采用密目网进行封闭 ６
施工现场按要求洒水降尘.易产生扬尘的机械应配备
降尘防尘装置,易产生扬尘的建材按要求存放在库房
或者严密遮盖

６

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车辆应采取措施防止车辆运输
遗撒,手续齐全 ５

楼内清理垃圾须采用密闭式专用垃圾道或采用容器吊运 ５
施工现场按要求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５
施工现场按要求设置封闭式垃圾站,按规定及时清运 ５
施工现场按要求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５
施工现场按要求设置专业化洗车设备或设置冲洗车辆
的设施 ５

有限制施工基础降水和非传统水源再利用措施 ５
强噪音施工机具采取封闭措施,夜间施工不违规,噪
声排放不超标,有监测记录 ５

现场设备、设施及器具有节能和降耗措施 ４
现场料具码放整齐,有减少资源消耗和材料节约再利
用措施 ４

食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保持有效 ４
对施工区域内的遗址文物、古树名木、土地植被有保
护方案和措施. ４

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应与施工区分开设置,保持
安全距离 ４

１９
２０

资
料

工程项目建立绿色施工管理组织机构、制度、措施 ５
绿色施工培训教育、检查整改及各项记录 ５

应得分　　　　　实得分　　　　　得分率　　　　　折合标准分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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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

专项检查评分标准
(资料性附录)

北京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专项检查评分标准

序

号
检查项目

应得

分数
扣分标准

１

２

３

４

绿

色

施

工

措

施

施工现场周边

采 取 围 挡 措

施,门前及围

挡附近及时清

扫

６

施工现场未设置围挡,扣６分;
围挡设置不严密、高度不合格或材质不符合要求

的,扣３分;
施工现场道路及进出口周边一百米以内的道路有泥

土和建筑垃圾,扣３分;
现场围挡及大门每半年未进行清洗或粉饰见新一

次,扣１８分;

施工现场主要

道路及场地按

要求进行硬化

处理

６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未进行硬化处理扣６分;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破损,坑洼泥泞,扣３分;
材料存放区、大模板存放区等场地不平整,未夯

实,面层材料未铺设混凝土或细石,扣３分;
现场排水不畅通,施工现场较多积水,扣１８分

施工现场裸露

地面、土堆按

要 求 进 行 覆

盖、固化或绿

化

６

施工现场裸露地面、土堆未进行覆盖、固化或绿化

的,酌情扣２－６分;
对于土方工程,开挖完毕的裸露地面未进行及时固

化或覆盖的,扣３分

非施工作业面的裸露地面、长期存放或超过一天以

上的临时存放的土堆未采用防尘网进行覆盖或其他

绿化、固化措施的,扣３分;
易产生扬尘的细颗粒建筑材料未进行密闭存放或覆

盖,酌情扣１－３分;

外脚手架按要

求采用密目网

进行封闭
６

在施工程外脚手架未采用密目网进行封闭,扣６
分;
密目网封闭不严、连接不牢的,扣３分;
密目安全网未进行定期清理,表面不干净、不整齐

的,扣３分;

４１

DB１１/５１３Ｇ２０１５



续表 附录B
序

号
检查项目

应得

分数
扣分标准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绿

色

施

工

措

施

施工现场按要

求洒 水 降 尘.
易产生扬尘的

机械应配备降

尘防 尘 装 置,
易产生扬尘的

建材按要求存

放在库房或者

严密遮盖

６

施工现场未洒水降尘且易产生扬尘的建材未按规定

存放或遮盖,扣６分;.
四级以上风的天气进行土方运输、土方开挖、土方

回填,房屋拆除等作业,扣３分;
易产生扬尘的作业,未进行边施工边适当洒水,扣

１８分;
施工现场未及时进行清扫洒水,未按照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执行的,扣３分;
施工现场设置易产生扬尘的施工机械时,未配备降

尘防尘装置的,扣１８分;
建筑垃圾土方

砂石运输车辆

应采取措施防

止车辆运输遗

撒,手续齐全

５
使用非达标车辆的,扣５分;
未办理渣土消纳许可证的,扣２．５分

运输企业和车辆手续不齐全的,扣１５分;

楼内清理垃圾

须采用密闭式

专用垃圾道或

采用容器吊运

５

建筑物内的施工垃圾清运未采用管道或容器运输,
凌空抛撒的扣５分;
施工垃圾清运时未提前适量洒水,未及时清运消纳

的扣１５分

施工现场按要

求安装远程视

频监控系统
５

施工现场未按规定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的,扣５分;
视频监控系统设置不完善,扣２５分;
视频监控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扣１５分

施工现场按要

求设置封闭式

垃圾站,按规

定及时清运

５
施工现场未设置封闭式垃圾站,扣５分;
施工垃圾、生活垃圾未分类存放,扣２５分;
未及时清运的,扣２５分;

施工现场按要

求使用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

浆

５
施工现场未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扣５分;
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的,扣２５分;

施工现场按要

求设置专业化

洗车设备或设

置冲洗车辆的

设施

５

施工现场出入口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的,扣５分;
未按规定安装高效洗轮机,洗轮机不充分使用的,
扣５分;
车辆出入口未设置沉淀池,洗车水未循环利用的,
扣２５分;
运输车辆出场时车身未清理干净,带泥出场的,扣

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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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B
序

号
检查项目

应得

分数
扣分标准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绿

色

施

工

措

施

有限制施工基

础降水和地下

水再利用措施
５

未经专家评审通过,擅自采用管井、点井等方法进

行施工降水的,扣５分;
地下水、非传统水源未合理利用或跑冒滴漏浪费严

重的,扣２５分;

强噪音施工机

具采取封闭措

施,夜间施工

不违规,噪声

排放 不 超 标,
有监测记录

５

无夜间施工审批手续进行夜间施工的,扣５分;
无任何噪声控制措施,扣２５分;
强噪音施工机具未采取有效封闭措施的,扣２５
分;
强噪声设备紧邻噪声敏感区/居民区设置的,扣

１５分;
未提供噪声监测记录,扣１５分;

现场设备、设

施及器具有节

能和降耗措施
４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机械设备、设施的,扣

４分;
使用非节能器具、开关,扣２分;

现场料具码放

整齐,有减少

资源消耗和材

料节约再利用

措施

４

无节能和材料节约再利用措施,扣４分;
未建立废、旧材料重复利用措施,扣２分;
未根据施工进度控制材料库存或实行限额领料,扣

１２分;
现场无材料码放布置图,或料具未按总平面布置码

放,材料和构配件码放不整齐,标识、防护不符合

要求的,扣２分

材料堆放场地不平整、无排水措施的,扣２分

食堂安装油烟

净化装置,并

保持有效
４

施工现场食堂未设置油烟净化装置的,扣４分;
油烟净化装置未保持有效开启的或故障未及时修复

的,扣２分;

对施工区域内

的遗 址 文 物、
古树名木、土

地植被有保护

方案和措施

４

对施工区域内的遗址文物、古树名木、土地植被造

成破坏的,扣４分;
对施工区域内的遗址文物、古树名木、土地植被没

有制定保护方案和措施的,扣２分;

施工现场办公

区、生活区应

与施工区分开

设置,保持安

全距离

４
办公区、生活区未与施工区分开设置,不符合安全

要求的,扣４分

生活区设置达不到规范要求的,扣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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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B
序

号
检查项目

应得

分数
扣分标准

１９

２０

工程项目建立

绿色施工管理

组织机构、制

度、措施

５

工程未建立绿色施工管理组织机构、制度、措施,
扣５分;
项目经理非第一责任人,扣１．５分;
绿色施工管理制度不健全,未进行责任划分的,扣

２５分;

绿色施工培训

教育、检查整

改及各项记录
５

无任何绿色施工培训教育、检查整改及各项记录

的,扣５分;
未组织绿色施工教育,未提供相关教育记录,扣

２５分;
施工现场未按照规定进行绿色施工自查,未提供相

关检查记录,扣２５分;

　　评分说明:
１、违反本规程强制性条文的,直接判定不合格.
２、本评分表总得分率低于８５％判定为绿色施工不达标.
３、表中第１－１１项为扬尘治理的专项检查内容,其中１－５项每项得分率不得低

于５０％,６－１１参与评分的子项得分不能为零,总得分率不得低于８５％,否则本月

评价直接判定为扬尘治理不达标,绿色施工也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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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２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

写法为 “应执行规定”或 “应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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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１２５２３
２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 GB１８５８０~１８５８８
３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５０３７８
４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５０６４０
５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４６
６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５９
７ «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１４６
８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GJ/T１８８
９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 DB１１/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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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施工管理规程

Standardforgreenconstructionmanagement

DB１１/５１３—２０１５

条文说明

２０１５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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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建设单位作为建设工程的组织者,在施工管理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组织协调参建各方做好绿色施工管理.建设单

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和专业承包单位的绿色施工管

理,依照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及北京市相关文

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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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施工管理

４１　组织职责

４１１　绿色施工相关资料应包括地下勘探、水文、地质、排水

管线等资料,明确是否存在古树、名墓等保护因素,建设项目进

行环境评价的,还应提供环境评价资料.

４２　策划与实施

４２３　施工过程中对项目目标进行跟踪控制,收集各个绿色施

工控制要点的实测数据,定期将实测数据与目标值进行比较.当

发现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与计划目标发生偏离时,应分析偏离

的原因,确定纠正措施,采取纠正行动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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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资源节约

５１　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

５１１　施工现场各类设施应根据现场环境、施工进度、材料供

应、气候特点等条件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置.施工单位应动态

布置施工总平面,一般按照基础施工阶段、主体施工阶段、装饰

装修与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分别布置施工现场,以减少土地占用,
节约用地.

５１２　土方开挖应对深基坑施工方案进行优化,减少土方开挖

和回填量.在地下工程施工中尽量采用顶管、盾构、逆作法、非

水平定向钻孔等先进施工方法.因施工造成裸土的地块,应及时

覆盖沙石或种植速生草种,防止由于地表径流或风化引起的场地

内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应恢复其原有地貌和植被.

５２　节能与能源利用

５２１　禁止使用淘汰的施工设备、机具和产品,可参照建设部

«关于发布建设事业 “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

(第一批)的公告»(第６５９号)等国家、地方的规定.

５２２　临时设施可以采取以下节能降耗措施:

１　利用场地自然条件,合理设计办公及生活临时设施的体

形、朝向、间距和窗墙面积比,冬季利用日照并避开主导风向,
夏季利用自然通风.

２　临时设施宜选用由高效保温隔热材料制成的复合墙体和

屋面,以及密封保温隔热性能好的门窗.

３　规定合理的温、湿度标准和使用时间,提高空调和采暖

装置的运行效率.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２６℃,冬季

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２０℃,空调运行期间应关闭门窗.

４　照明器具宜选用节能型器具.在满足照度的前提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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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节能型照明器具功率密度值不得大于１０W/m２,宿舍不得大

于６W/m２,其他照明不得大于４W/m２.

５２３　合理安排施工区域和施工顺序可以减少设备、机具使用

数量,同时应采取以下措施降低机械设备的能源消耗.

１　施工机械设备应建立按时保养、维修、检查制度.

２　应采用能源利用效率高的施工机械设备.

３　２２０V/３８０V 单相用电设备接入２２０/３８０V 三相系统时,
宜使用三相平衡.

４　合理安排工序,提高各种机械的使用率和满载率.

５２４　建筑工程施工用电应装设电表,生活区、办公区、施工

区应分别计量,并对计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提高节电率.

５２５　施工现场有条件时应利用太阳能作为照明能源,办公区、
生活区宜安装太阳能装置提供生活热水.

５３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５３１　施工单位应编制临水方案,制定节水指标和节水措施.
签订专业分包或劳务合同时,宜将用水指标纳入相关合同条款,
并在施工过程中计量考核,加强节约用水的统一管理.

５３３　根据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降水管理办法» (京建科教

[２００７]１１５８号)规定,施工降水应遵循保护优先、合理抽取、
抽水有偿、综合利用的原则,优先采用连续墙、护坡桩＋桩间旋

喷桩、水泥土桩＋型钢等帷幕隔水施工方法.因地下结构、地层

及地下水、施工条件和技术等原因,使得采用帷幕隔水方法很难

实施或虽能实施,但增加的工程投资明显不合理的,经过专家评

审通过后,可以采用管井、点井等方法进行施工降水.基坑降水

阶段抽排的地下水应综合利用,优先用于混凝土养护、降尘、冲

洗和绿化浇灌.

５３４　建设工程施工用水应装设水表,生活区和施工区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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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施工现场应及时收集施工现场的用水资料,建立用水、节

水统计台账,并进行对比分析,提高节水率.

５３５　施工现场用水器具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节水型产品技

术条件与管理通则»GB/T１８８７０、«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１６４
标准中的规定,例如:盥洗池、卫生间采用节水型水龙头、低水

量冲洗便器或缓闭冲洗阀等,推广使用变频泵等节水器具,提倡

使用环保型移动厕所和免冲厕技术;现场绿化灌溉采用喷灌、微

灌、低压管灌等节水灌溉措施,现场抑尘措施宜采用喷雾式花洒

节水型器材.采用先进节水施工工艺,如:现场水平结构混凝土

采取覆盖薄膜的养护措施,竖向结构采取刷养护液养护,杜绝无

措施浇水养护等工艺.

５４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５４３　进场的原材料和经加工的半成品,应标识清晰,便于使

用和辨认;现场存放场地应有排水、防潮、防锈、防泥污等措

施,避免因存放不合理而导致的浪费;按平面图码放,可以避免

和减少二次搬运,减少运输装卸的损坏和遗撒.

５４４　统计分析实际施工材料消耗量与预算材料消耗量,有针

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关键点控制措施,提高节材率.

５４５　建筑垃圾及建筑余料的综合利用措施:

１　工程桩桩顶剔除的部分可加以利用;

２、浇筑剩余的少量混凝土,可制成小型预制件 (如:门窗

过梁、沟盖板、隔断墙中的预埋件砌块等),不得随意倾倒或作

为建筑垃圾处理;

３　短木方可采用叉接接长后使用,木、竹胶合板的边角余

料可拼接使用,变废为宝、节约材料;

４　钢材加工后的下脚料和废料可综合利用.

５４６　循环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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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施工现场采用周转式活动房,现场围挡应最大限度地利

用既有围墙,或采用装配式可重复使用围挡封闭.

２　施工现场应利用场地及周边现有或拟建道路,也可采用

可重复使用的块状预制板道路,工程竣工后,块状预制板可直接

拆走重复利用,避免因硬化道路破碎清除形成建筑垃圾造成环境

污染和资源浪费.

３　塔式起重机等垂直运输设施基础宜采用可重复利用的装

配式基础,装配式塔机基础的设计、构件制作、装配与拆卸、检

查与验收应执行行业标准 «大型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工程技术

规程»JGJ/T３０１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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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环境保护

６１　扬尘控制

６１１　施工现场应根据用途进行场地硬化,现场主要道路必须

进行硬化处理,主要道路土层夯实后,面层材料可用混凝土、沥

青或细石;材料存放区、大模板存放区等场地必须平整夯实,面

层材料可用混凝土或细石;现场排水畅通,保证施工现场无积

水.
非施工作业面的裸露地面或超过一天以上的临时存放的土堆

应采用防尘网进行覆盖,或采取绿化、固化措施;对于停止施工

的施工工地,应当对其裸露土地采取覆盖或者临时绿化等有效防

尘措施;对于土方工程,开挖完毕的裸露地面应及时固化或覆

盖.

６１２　车辆遗撒和轮胎带泥上路行驶会造成扬尘污染,所以车

辆出场时必须将轮胎、底盘、槽帮等部位清理干净.

６１３　条文说明:

１　基坑土方施工前应由建设单位在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安

装高效洗轮机,因出入口场地狭窄无法安装高效洗轮机的,应设

置车辆冲洗设施.

２　高效洗轮机能在短时间内集中清洗轮胎和车身,具有自

动排泥和水循环利用等功能的车辆冲洗设施.

３　当气温低于－５℃无法清洗车辆时,应采取措施将车辆清

理干净,防止发生扬尘污染.

６１４　密闭运输,能有效降低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污染,不

易造成遗撒,使用本市达标车辆是近期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的重

要措施之一,必须严格执行.

６１５　施工现场应每天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进行清扫洒水,雨雪

天及地表结冰的天气除外.在干燥天气、风力四级以上天气应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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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加洒水次数.

６１６　空气重污染分为四个预警响应级别,由轻到重顺序依次

为预警四级、预警三级、预警二级、预警一级,分别用蓝、黄、
橙、红颜色标示,预警一级 (红色)为最高级别.

空气重污染施工现场应急措施,根据空气质量预报结果对应

的预警级别,分级采取相应的污染应急措施:
(一)预警四级 (蓝色)
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控制,土石

方工地应重点加强管理.
(二)预警三级 (黄色)
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控制.五环

内停止土石方施工作业,土石方及建筑拆除工地必须严格采取有

效的覆盖、洒水等扬尘控制措施.
(三)预警二级 (橙色)
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控制.全市

停止土石方工程及建筑拆除工程施工,停止渣土车、砂石车等易

扬尘车辆运输,土石方及建筑拆除工地必须严格采取有效的覆

盖、洒水等扬尘控制措施.施工单位要尽量减少室外露天作业.
(四)预警一级 (红色)
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现场扬尘控制.全市

停止土石方工程及建筑拆除工程施工,停止渣土车、砂石车等易

扬尘车辆运输,土石方及建筑拆除工地必须严格采取有效的覆

盖、洒水等扬尘控制措施.施工单位要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６１１０　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加快推进本市

散装预拌砂浆应用工作的通知»(京建法 [２０１２]１５号)和关于

转发 «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禁止现场

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京建材 [２００９]８３１号)规定,
本市中心城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地区和全市所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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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工程,禁止现场搅拌砂浆.

６１１３　使用容器运输或搭设专用封闭式垃圾道清运垃圾可有效

避免高空坠物及扬尘污染.高空坠物和凌空抛掷极易造成人身伤

害.

６１１４　根据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在建设工程施

工现场推广使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通知» (京建法 [２０１３]１７
号)要求,建设单位应在施工现场安装视频监控系统.通过远程

视频监控系统,督促施工现场落实扬尘治理责任.

６２　有害气体排放控制

６２１　随意焚烧废弃物在施工现场内外都是法规所不允许的.
施工现场焚烧废弃物容易引发火灾,燃烧过程中会产生有毒有害

气体造成环境污染.

６２４　测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

的限量»GB１８５８８的规定.

６２５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GB７６９１的规

定民用建筑室内装修工程中采用稀释剂和溶剂按国家标准 “禁止

使用含苯 (包括工业苯、石油苯、重质苯,不包括甲苯、二甲

苯)的涂料、稀释剂和溶剂”.

６３　水土污染控制

６３２　危险废物以环境保护部令第１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为准.施工现场常见的危险废物包括废弃油料、化学溶剂包装

桶、色带、硒鼓、含油棉丝、石棉、电池等.

６４　噪声污染控制

６４１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１２５２３,施工现场周围有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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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时,施工现场场界噪声应符合下表规

定.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dB (A)

昼间 夜间

７０ ５５

６４５　减少施工噪声影响,应从噪声传播途径、噪声源入手,
减轻噪声对施工场地外的影响.切断施工噪声的传播途径,可以

对施工现场采取遮挡、封闭、绿化等吸声、隔声措施,从噪声源

减少噪声.鼓励采取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桩基施工时,宜选

择机械成孔灌注桩或预制桩,混凝土预制桩、钢桩应采用静压沉

桩工艺,在噪声敏感环境或钢筋密集时,采用自密实混凝土等;
选用噪声标准较低的施工机械、设备,对机械、设备采取必要的

消声、隔振、减振或围挡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６６　建筑垃圾控制

６６２　建筑垃圾清运和消纳应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要求,建设

单位办理建筑垃圾消纳许可,到规范消纳场所消纳,选用有资质

的运输企业和达标车辆,车辆必须符合现行地方标准 «建筑垃

圾、砂石运输车辆标识、监控和密闭技术要求»DB１１/T１０７７
要求,运输过程中严禁泄漏遗撒、乱倒乱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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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职业健康与环境安全

７０１　施工现场应合理布置场地,保护生活及办公区不受施工

活动的有害影响.办公区和生活区宜布置在施工区以外,办公区

布置在施工区内的,宜布置在施工坠落半径和高压线安全距离之

外,如因条件所限办公设置在坠落半径区域内,必须有可靠防护

措施;生活区设置应参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北京市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标准»DBJ０１－７２２执行.

７０３　作业人员应按规定着装,并佩戴相应的个人劳动防护用

品;对施工过程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或具有刺激性气味可被人

体吸入的粉尘、纤维,以及进行强噪声、强光作业的施工人员,
应佩戴相应的防护器具 (如:护目镜、面罩、耳塞等).劳动防

护用品的配备应符合 «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用品配备»JGJ１８４规

定.

７０４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确保劳动者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 «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

通知»(安监总安健 〔２０１２〕８９号)规定,在高温天气期间,施

工单位应当根据施工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

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

１　日最高气温达到４０℃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

业;

２　日最高气温达到３７℃以上、４０℃以下时,施工单位全天

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６h,连续作业时间

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３h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

作业;

３　日最高气温达到３５℃以上、３７℃以下时,施工单位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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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４　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施工单位不得

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５　施工单位应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

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不得以发放

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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