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建筑产业奖励及补助
适用于艾蒙斯特朗DE智能变频产品

条目

适用区域

条件

政策详情

对高星级绿色建筑给予财政
奖励

全国

二星级绿色建筑
三星级绿色建筑

··二星级绿色建筑奖励45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对高星级绿色建筑给予财政
奖励

全国

三星级绿色建筑

··奖励8 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对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改造项目予以财政
补贴

全国

某地区应分配补助资金额＝所在
地区补助基准×∑（单项改造内
容面积×对应的单项改造权重）

··东部地区15元/平方米

北京市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绿
色生态示范区建设财政奖励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北京

二星级绿色建筑
三星级绿色建筑

··二星级标识项目2 2.5元/平方米

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奖励

北京

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奖励

··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奖励资金基准为50 0万
元

对绿色建筑标识认证工作经
费给予保障

北京

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认证
一、二星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
认证

··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认证费用标准为
8 0 0 0元/项目

··三星级绿色建筑奖励8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中部地区20元/平方米
··西部地区25元/平方米
··三星级标识项目40元/平方米

··一、二星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认证费用标准为
10 0 0 0元/项目

天津市绿色建筑试点建设项
目管理办法

天津

绿色建筑建设标准的工程将有资
格获得建筑节能专项基金补助

··申报单位签署任务合同书，第一次拨付3万元。
待项目验收合格后，第二次拨付2万元

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
示范项目专项扶持办法

上海

运营标识二星、三星

··二星每平米补贴50元
··三星每平米补贴10 0元
··装配式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立体绿化等
项目也均有补贴

重庆市绿色建筑项目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

重庆

吉林省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
理办法

吉林

金级、铂金级绿色建筑标识的
项目

··金级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25元/平方米

绿色建筑及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
奖补范围和标准

··2014年绿色建筑专项奖补资金20 0 0万元

··铂金级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40元/平方米

··三星级25元/平方米
··二星级15元/平方米

对节能减排取得突出成绩的
市、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奖
励。对企业的奖励实行以奖
代补的办法

山西

企业完成节能减排主管部门下达
的年度节能指标给予企业奖励，
按照企业节能量大小制定奖励标
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奖励

条目

适用区域

条件

政策详情

青海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
方案

青海

规定条件的高星级绿色建筑，由
中央财政给予奖励

··二星级绿色建筑45元/平方米
··三星级绿色建筑8 0元/平方米
··对绿色生态城(区)给予资金定额补助
··三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城市配套费
返还70%
··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城市配套费
返还50%
··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城市配套费
返还30%

山东省省级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山东

纳入国家计划的既有居住建筑节
能改造项目
绿色建筑示范奖励标准

··绿色建筑示范奖励标准一星级15元/平方米（建
筑面积，下同）、二星级30元/平方米、三星级50
元/平方米，单一项目最高不超过50 0万元
··绿色施工示范奖励标准为建筑工程10元/平方
米、市政工程造价的0.5%，单一项目最高不超
过50万元、每市最高不超过50 0万元
··“百年建筑”示范奖励标准为10 0元/平方米。装
配式建筑和“百年建筑”示范单一项目奖励资
金最高不超过50 0万元
··绿色抗震农房示范奖励标准为2万元/户

河南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
方案

河南

绿色建筑项目

··按相关规定申请中央财政奖励或定额补助
··返还已征收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并给予一
定的容积率返还优惠
··金融机构对购买绿色住宅的消费者给予适当的
购房贷款利率优惠

江苏省《关于推进全省绿色
江苏
建筑发展的通知》“实施绿色
建筑财政政策激励机制”

二星、三星奖励项目，按一定比例 ··绿色建筑一星级设计标识的项目，按15 元/平方
给予配套奖励
米的标准给予奖励；

对高星级绿色建筑给予财政
奖励

安徽

二星级绿色建筑
三星级绿色建筑

··二星级绿色建筑奖励45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建设、购买、运营绿色建筑实
行下列扶持政策

浙江

建设、购买、运营绿色建筑

··因采用墙体保温技术增加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
积率核算和不动产登记的建筑面积

··对获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项目，在设计标识
奖励标准基础上增加10 元/平方米奖励
··三星级绿色建筑奖励8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利用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空气能的，建设单位
可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申请项目资金补助
··居住建筑采用地源热泵技术供暖制冷的，供暖
制冷系统用电可以执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星级以上绿色建
筑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以上浮百分之二
十，具体比例由设区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确定。
福建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
方案

福建

绿色建筑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给予奖励。绿色建筑项目的
设计费可适度上浮。金融机构应对绿色建筑建
设和消费在授信管理、额度、定价等方面给予
适度倾斜。对绿色建筑项目，各地纳入绿色审
批通道。在“鲁班奖”、“闽江杯”、
“优秀勘察设
计奖”等评优活动中，优先推荐绿色建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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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详情

湖北关于做好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改造工作的通知

湖北

综合节能改造

··实施综合改造的补助标准为20元/平方米
··实施建筑外门窗单项节能改造补助标准为6元/
平方米
··实施建筑外遮阳单项节能改造补助标准为8元/
平方米
··实施建筑屋面及外墙保温单项节能改造补助标
准为6元/平方米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有关问
题的通知

海南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绿色建
筑工作的通知》

陕西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达到30% ··中央财政审核给予50 0 0万元基准的资金补助
以上，2年内绿色建筑开工建设规
模不少于20 0万平方米的绿色生
态城区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绿色建
筑工作的通知》

陕西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达到30% ··省财政给予每个绿色生态城区10 0万元资金奖
以上，2年内绿色建筑开工建设规
励
模介于10 0 -20 0万平方米之间的
绿色生态城区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绿色建
筑工作的通知》

陕西

一、二、三星级绿色建筑

贵州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
方案

贵州

在获得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后 ··按实施绿色建筑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的3%以内
给予奖励

内蒙古绿色建筑激励政策

内蒙古

一星，二星，三星绿色建筑

二、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
项目

··二星返还2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三星返还4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一星20元/平方米
··二星15元/平方米
··三星10元/平方米

··对于取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的减免城市配套
费10 0%
··取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减免城市配套
费70%
··取得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减免城市配套
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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