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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美丽重庆 融创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再次被提到了显著位置，还特别强调了企业的环保责任。
近年来，重庆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局重要位置，加快推

进生态环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在此大背景下，包括融创在内的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作为房地产行业的标杆企业，融创将
生态文明建设视作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
力。多年来，融创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一如既往地探索建筑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和
谐共生关系。生态，是融创美好生活的本
色，也是融创发展之路的底色。

在重庆，融创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中，率先试点“海绵城市”，积极打造绿色生
态小区的建设，修建公园、绿地，助力重庆
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比如在3月12日植树节来临之际，近
100位融创党员、融创业主在照母山融创
凡尔赛花园集结，挥锨培土、挑水灌溉，共
同种下了80多棵红叶李，为城市又增添了
一片新绿。在此前，融创多次开展类似公
益活动，充分展现融创责任房企的担当。

作为责任房企，融创认真践行“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积极
实践绿色发展，为重庆市民带来美好
生活。

率先试点海绵城市 已建成7个海绵社区

2015年4月，重庆悦来入围全国
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作
为最早进入悦来进行开发建设的房企
之一，融创当仁不让地成为首批开展

“海绵城市”建设的房企，融创国博城
项目成为全市首批试点“海绵系统”的
住宅项目之一。经过近3年的建设，融
创国博城成为全市首批交付使用的

“海绵城市”住宅小区。
在已经交付使用的国博城莱蒙香

榭二期，“海绵系统”为业主带来不一
样的居住体验。“海绵城市”的核心是
对雨水的收集与再利用。在国博城莱
蒙香榭，共建设有5000平方米的雨水

花园，通过透水砖等地面材料，利用生
态与景观相协调的人工植物群落，雨
水可以被收集、净化，用作园林灌溉、
市政保洁，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仅这一项每年就能为业主减少公摊水
费约50万元。同时，地面透水材料的
使用，可以实现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
水，让孩子在雨天也能在户外自由奔
跑。

在“海绵系统”布局上，融创做到
设计语言与园区景观设计语言保持一
致。在空间打造上，精心搭配绿植，构
建“海绵系统”的多样化表达，小到与
小品的结合，再到独立成景，大到与整
个场地空间景观的结合，皆达到了融
合与美观，搭建起了一年四季的绿植
景观。

融创国博城之后，融创又在其位
于重庆“北区”的所有在建项目中全面
推行“海绵系统”建设。截至目前，融
创在重庆已建成7个“海绵住区”、1个
公园，待建住区项目14个。

打造绿色生态小区约300万平方米

重庆市从2005年正式启动绿色
生态住宅小区评审，作为地产行业标
杆企业，融创积极参与生态小区的建
设，目前在建的绿色生态约300万平
方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重庆都
名列前茅。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是指在规划、
设计、施工和运行各环节，充分体现节
约资源与能源，减少环境负荷，创造健
康舒适的居住环境，与周围生态环境
协调的住宅小区。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对空间舒适度、
建筑密度和空气质量等都有强制规定，
如绿地率至少要达到35%，比常普通小
区高出5%，人均公共绿地要达到1.5平
方米，比普通小区拥有更多的公共交流
和休憩空间。对于开发企业来说，这无
疑增大了开发难度，有时甚至需要作出
一些牺牲。比如在国博城莱蒙香榭二
期，为了保证业主居住舒适度，融创主
动把建筑向红线后退让了约12米，在
退让出来的空间上打造成一个动步公
园，配合“海绵系统”和各种绿植形成的
园林景观，形成一个四季可赏花，四时
可游玩的绿色生态景观带。

绿色生态小区，更注重节约能源
资源。主要有三大标准：一是节能，包
含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主要强调减
少资源浪费；二是保护环境，强调减少
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三是满足
人们使用上的要求，为人们提供健康、
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比如在绿色生态小区，每户都安
装有除霾新风系统，在关窗的情况下
可实现净化空气、过滤 PM2.5 的功
能。绿色生态小区设置的通风式通风
器，具有防雨、隔声、防虫的功能，比开
窗通风的噪声减少10-20dBA。

在节约能源资源上，望江府也是
重庆首批采用集中供暖的项目之一，

热源来自市政区域能源系统提供。另
外，在走廊、楼梯间等照明使用光控、
时控、红外感应等智能照明控制装置，
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能源消耗。

据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设计研究
院副所长何开远介绍，融创还在部分
车库采用了领先的光导系统，通过地
面聚光玻璃加导光管的形式，把地面
的自然光引到地下车库，实现自然采
光，每根导光管可以照射范围在30—
50平方米左右，可节约能源3%-5%。

此外，绿色生态小区还要实现小
区的智慧管理，通过智能化服务和管
理系统，进行车辆管理、信息发布、公
共设备监控、公共照明控制、出入口管
理、周界防范等，为小区居民提供一个
安全、舒适、现代化、智慧化的生活环
境，形成基于智慧化管理与服务的生
态小区。

徐梅 图片由融创地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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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是房企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生态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
题，也是新时代传统房地产企业升级
转型的大方向、大趋势。令人欣喜的
是，在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新
型城镇化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大背
景下，更多像融创一样的房企主动适
应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发展需求，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指导企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品牌、技
术、管理、信息等优势，主动探索绿色
生态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打造建设
绿色生态宜居新典范，在实现自身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也给市民带来了更
高品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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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用消费品（101种）
纺织品（6种）：1.桑蚕干茧；2.棉

花；3.絮用纤维制品；4.床上用品；5蚕
丝被；6毛针织品

服装（9种）：1.学生服；2.内衣；3.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4.休闲服装；5.运
动服装；6.毛皮服装及附件；7.羽绒服
装；8.文胸；9.其他服装产品

鞋类（7种）：1.旅游鞋；2.皮鞋；3.
胶鞋；4.童鞋；5.老人专用鞋；6.鞋材；7.
其他鞋类产品

家用纸制品（7种）：1.纸巾纸（含
湿巾）；2.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3.纸
尿裤(含纸尿片/垫)；4.卫生巾(含卫生
护垫)；5.中小学课本、练习用本；6.印
刷品；7.其他家用纸制品

家用电器产品（16种）：1.房间空
气调节器；2.电冰箱；3.家用电动洗衣
机；4.电热毯、电热褥垫、电热垫；5.电
风扇；6.液体加热器和冷热饮水机；7.
电热水器；8.室内加热器；9.吸油烟机；
10.净水器；11.空气净化器；12.电磁
灶；13.电子门锁（智能门锁）；14.自动
电饭锅；15.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16.
其他家用电器产品

燃气用具（5种）：1.家用燃气热水
器；2.燃气调压设备；3.商用燃气用具
（包含中餐灶、蒸饭柜、燃气蒸箱）；4.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5.燃气采暖
热水炉

日用电器及通用电器（5种）：1.铅
酸蓄电池；2.固定式灯具；3.LED灯具
及光源；4.可移式通用灯具；5、台灯

眼镜及配件（5种）：1.定配眼镜；

2.太阳镜；3.老视成镜；4.树脂眼镜片；
5.镜架

日用化工品（6种）：1.洗衣粉（含
洗衣膏）；2.消毒剂；3.衣料用液体洗
涤剂；4.燃香；5.皂类；6.其他日用化
工品

通用电器产品（5种）：1.器具开
关；2.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3.塑
料外壳断路器；4.镇流器；5.其他通用
电器产品

文艺体育用品（6种）：1.摩托车乘
员头盔；2.运动头盔；3.跑步机；4.室内
健身器材；5.电动滑板车；6.其他文体
用品

儿童用品（2种）：1.玩具；2童车
文教用品（2种）：1.文具盒；2.书包
皮革制品（4种）：1.旅行箱包；2.

背提包；3.皮具；4.其他皮革制品（不含
皮鞋）

家具（7种）：1.沙发；2.床垫；3.橱
柜；4.儿童家具；5.教学家具；6.办公家
具；7.其他家具产品

其他日用消费品（9种）：1.日用五
金；2.烟花爆竹；3.贵金属饰品；4.刀
具；5.老年助行器；6.单臂操作助行器；
7.伞；8.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9.
其他日用消费品

二、建筑装修材料（63种）
铝合金建筑型材（1种）：1.铝合金

建筑型材
塑料型材（1种）：1.门、窗用未增

塑聚氯乙烯（PVC-U）型材
水泥制品、混凝土制品（3种）：1.

通用水泥；2.钢筋混凝土排水管；3.其

他水泥制品、混凝土制品
墙体材料（3种）：1.烧结普通砖；

2.烧结空心砖及砌块；3.其他新型节能
环保墙体材料

建筑防水材料（2种）：1.防水涂
料；2.防水卷材

建筑钢材（6种）：1.钢筋混凝土用
热轧带肋钢筋；2.钢筋混凝土用热轧
光圆钢筋；3.冷轧带肋钢筋；4.热轧型
钢；5.优质碳素钢热轧盘条；6.其他建
筑钢材

人造板（5种）：1.细木工板；2.实
木地板；3.胶合板；4.实木复合地板；5.
其他人造板

电线电缆（3种）：1.电线；2.电缆；
3.电缆粒料

胶粘剂（2种）：1.建筑装饰装修用
胶粘剂；2.其他胶粘剂

油漆涂料（5种）：1.木器涂料；2.
内墙涂料、外墙涂料；3.油漆；4.腻子
粉、腻子膏；5.地坪涂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9种）：1.塑料
管材及管件；2.PP-R 管材及管件；
3.PE管材；4.PVC管材及管件；5.电
工塑料套管；6.双壁波纹管；7.钢带
管；8.大口径排污管；9.其他管材、
管件

建筑门窗（6种）：1.防盗门；2.钢
质门；3.木质门；4.室内套装门；5.硬聚
氯乙烯〔PVC〕室内门；6.其他建筑门
窗

建筑保温材料（3种）：1.绝热用模
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板；2.绝
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板；3.其他建筑保温材料
其他建筑装修材料（14种）：1.石

膏板；2.陶瓷坐便器；3.陶瓷洗面器；4.
陶瓷浴缸；5.石材；6.民用阀门、水嘴；
7.陶质砖；8.淋浴用花洒；9.壁纸；10.卫
生洁具用软管；11.铝塑复合板；12整
体卫浴；13.整体衣帽间；14.其他建筑
装修材料

三、农业生产资料（11种）
肥料（5种）：1.复混肥；2.磷肥；3.

农业用尿素；4.有机肥；5.其他肥料
农业机械（5种）：1.潜水电泵；2.

汽油机水泵；3.微型耕耘机械；4.机动
脱粒机；5.汽油机发电机组

其他农用生产资料（2种）：1.农用
薄膜；2.农用小工具

四、工业生产资料（56种）
包装产品（不含食品包装物）（3

种）：1.瓦楞纸箱；2.塑料编织袋；3.其
他包装产品

电工器材及电力设备（3种）：1.变
压器；2.高低压成套设备；3.其他电工
器材及电力设备

工业用化工产品（5种）：1.化学试
剂；2.染料、颜料、油墨；3.硫酸；4.有机
化工产品；5.无机化工产品

机械电子产品（8种）：1.小功率电
动机；2.漆包圆绕组线；3.泵类产品；4.
阀门；5.电机、发电机；6.紧固件；7.工
业机器人；8.其他机械电子产品

能源产品（7种）：1.车用压缩天然
气；2.液化石油气；3.润滑油；4.车用汽
油；5.车用柴油；6.机油；7.车用乙醇汽
油（E10）

消防器材（10种）：1.消火栓箱；2.
防火门；3.阻燃耐火电线电缆；4.灭火
器；5.阻火圈；6.消防应急灯具；7.防火
卷帘；8.防火阀；9.住宅厨房/卫生间排
气道；10.其他消防器材

劳动防护用品（3种）：1.安全带、
安全网；2.防护服（防静电工作服、阻
燃防护服、防酸工作服）；3.其他劳动
防护用品

冶金产品（5种）：1.冶金产品；2.
重熔用铝锭；3.铝板带材；4.铜及铜合
金制品；5.其他冶金产品

工业用橡胶制品（3种）：1.阻燃输
送带；2.橡胶密封制品；3.其他橡胶制
品

工业用塑料制品（1种）：1.其它塑
料制品（不含包装用塑料、车用塑料
件、日用塑料）

工业用玻璃制品（3种）：1.汽车安
全玻璃（夹层玻璃、钢化玻璃）；2.建筑
安全玻璃（夹层玻璃、钢化玻璃、中空
玻璃）；3.其他玻璃制品

其他工业生产资料（5种）：1.防盗
保险柜（箱）；2.汽车防盗报警系统；3.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电视塔、广播
塔、微波塔、通信）；4.排风扇；5.其他通
用设备

五、汽车摩托车及相关产品（32种）
1.制动软管；2.间接视野装置；

3.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4.汽车门锁
及汽车门铰链；5.汽车燃油箱；6.摩
托车燃油箱；7.摩托车后视镜；8.摩
托车用电器；9.摩托车用制动蹄；
10.汽车灯具；11.摩托车灯具；12.轻

型汽车用汽油机；13.摩托车发动
机；14.多缸柴油机；15.通用汽油
机；16.汽车整车；17.两轮摩托车；
18.三轮摩托车；19.电动自行车；20.
汽车轮胎；21.摩托车轮胎；22.汽车
低压线及线束；23.汽车内饰件；24.
机动车制动液；25.汽车安全带；26.
汽车回复反射器；27.安全带；28.电
动汽车（自行车）用动力电池；29.电
动自行车充电器；30.机动车发动机
冷却液；31.汽车车膜；32.其他零部
件和附件

六、电子信息类产品（10种）
1.移动电话；2.微型计算机、便携

式计算机；3.服务器；4.与计算机相连
的打印设备；5.与计算机连用的显示
设备；6.计算机内置电源及电源适配
器充电器；7.车载卫星导航设备；8.智
能可穿戴设备；9.机顶盒；10.其他电子
信息类产品

七、危化品及其包装物（6种）
1.包装桶（袋）；2.玻璃钢罐体；3.

压缩、液化气体；4.溶解乙炔；5.液氨；
6.其他危化品

八、计量产品（10种）
1.HS高能声波物位计；2.压力表；

3.冷水水表（IC卡表、远传表）；4.膜式
燃气表（含 IC卡表）；5.流量计（气、
液）；6.电流互感器；7.二氧化硫气体分
析仪；8.电能表；9.钢卷尺；10.其他计
量产品

九、条码产品（1种）
1.条码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和《重庆市产品质量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市市场监管局
2019 年将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
身财产安全、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消

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
工业产品实施监督抽查。为切实做
好相关抽查检验工作，结合本市实
际，市市场监管局编制了《2019 年重
庆市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
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2019年重庆市重点工业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目录（征求意见稿）》基本
涵盖全市主要工业产品，涉及日用消
费品、建筑装修材料、农业生产资料、
工业生产资料、汽车摩托车及相关产

品、危化品及其包装物、电子信息类
产品、计量产品、条码产品9大类290
种。

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19年3月
22日至3月28日，公众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邮件反馈：电子邮件地址：
zjc213@163.com；

2.信函反馈：通信地址：重庆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处，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大道403号，
邮政编码：401147；

3.电话反馈：(023)63725755；
4.传真反馈：(023)63710225。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3月22日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19年重庆市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2019年重庆市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