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

项目及子项目介绍

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
与路径

●研究目标与预期成果
1、研究目标
阐明我国及全球建筑业的发展趋势，提出面向

“中国建造2035”的战略目标及创新路径。
2、预期成果
中国建造2035战略目标与创新路径研究报告

●研究内容
1、变革性技术对工程建造发展的影响分析
2、工程建造与国家战略的适应性研究
3、发达国家工程建造发展新趋势
4、“中国建造”目标体系研究
5、“中国建造”创新发展重点与路径

中国智能建造工程

●研究目标与内容
1、数字建造工程基础软件研究
2、工程建造物联网技术体系研究
3、工程建造高端装备研究
4、工程建造大数据平台研究

●研究方法
立足我国工程建造技术发展实践，围绕我国工

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大数据以及自动化工程
机械等重点领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建造智
能化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新型工业化建造

●面临的问题
1、技术体系
2、存在的问题
在节能环保、集成化模块化、智能化无人化、信

息化网络化、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方面还面临挑
战。

●研究内容
1、中国工业化建造与装备工程发展概况
2、问题分析
3、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
4、技术与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中国建造全球化发展

●研究目标和内容
1、总体目标
研究中国实现工程建造全球化面临的机会和

风险以及具有的资源和成功要素，提出总目标及分
阶段目标，制定提高中国工程建造国际竞争力和塑
造中国工程建造国际品牌的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研究内容
中国工程建造全球化现状分析、问题分析、战

略目标、战略实施、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建造工程

●面向2035的中国绿色建造发展愿景与目标
愿景：引领全球绿色建造未来，为人民美好生

活提供绿色健康空间，推动未来人居生活方式转
变。

目标：分阶段、分对象建立目标体系。

●中国绿色建造发展重点领域与主要对策
从单体到片区，从城市到农村，从产品到产业。

中国建造组织与机制创新

●研究任务
研究框架体系构建、国内外比较研究、发展战

略及实施路径设计。

●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从2019年持续至2021年。

《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有6个子课题：
1、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与路径
2、中国智能建造工程
3、中国新型工业化建造
4、中国建造全球化发展
5、中国绿色建造工程
6、中国建造组织与机制创新

一、《中国建造2035战
略研究》项目

二、项目子课题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崔曜 廖雪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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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一座山地城市，山环水绕，江峡

相拥，地质情况复杂，建筑业发展速度快，发展潜

力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在全国具有很强代表

性。中国工程院选择将《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

究》项目启动会落地重庆，并希望依托重庆，为全

国探索一条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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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上午，《中国建造
2035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重庆
举行。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来渝
论道，就我国抢抓科技革命重大机
遇，实现工程建造转型升级这一话
题展开思想碰撞，并对重庆建设行
业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提出真知
灼见。

实现工程建造转型升级
必须抢抓机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掀
起产业变革的浪潮，数字化、信息化
正与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国建造面
临着转型升级的现实选择。”中国工
程院院士何华武认为，我国是世界
建造大国，一批工程在铁路、公路、
航运、建筑、桥梁、隧道等领域创造
了世界奇迹。但在生产效果、环保、
安全等许多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
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为更好地服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要求，中国建造迫切需
要制定高质量的规划，以科学的发展
战略引领全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表示，
我国建造行业粗放式、碎片化的生产
方式，带来了产能性能欠佳、资源浪

费较大、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益低
下等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按照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转型
升级，实现建造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发达国家在重视制造业的同
时也非常重视建造，我们要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高度重
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工程建
造的变革性影响，实现工程建造的
转型升级，促进工程建造的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丁烈云说。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文瑞看
来，《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是中
国工程院重点咨询研究项目，是具有
高度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项目，项
目成果对于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打
造中国建造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中国产业发展方向

工程建造的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智能技术的支撑。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我国建造
行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永福认为，
推广智能制造应该注重数据来源和
挖掘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比如铁路领域就应重视数字化
建设，打造基于物联网等技术基础
上的信息化平台，提高数据挖掘的
智能化水平。

“中国建造和中国制造一样有
拐点。这个拐点的下半场是什么？
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中国产
业的发展方向都应该是这个。”中国
工程院院士郭重庆认为，中国建造
的发展方向应是物理系统、信息系
统和社会系统的融合，就是人和物、
物和物之间，数据驱动、智慧在云、
智慧在端，今后就是这样的场景。

肖绪文建议，智能建造作为建
造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把精

益建造作为《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
究》的重要内容。因为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建筑的需求、
对建筑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提升
精益建造水平迫在眉睫。

提升中国建造水平
应注重标准体系建设

《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项
目推进中应注重哪些问题？如何推
进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
们纷纷亮出了自己的“金点子”。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和认为，
《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至少有
两个方面的保障措施要跟上：一是
科技进步和工程建造技术；二是注
重工程建造过程中的管理，比如政
府管理，企业和项目管理，技术层面
的模块管理等，争取通过这些工作
的提升，提高中国建造的整体水平。

“建造概念不仅包括新的工程

建造，还包括一些既有工程的养护
维修和持续改造。”中国工程院院士
卢春房提醒，研究中国建造还应注
重一体化建造，比如建造在技术研
究、攻关方面应该打破行业部门间
的阻隔，实现一体化；并在设施建设
上实现一体化规划、建设和使用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则呼
吁，提升中国建造水平应该注重中
国标准体系建设。目前我国的一些
标准还比较混乱，比如水利就有水
利标准、水电标准等。中国建造标
准的落后导致了竞争的落后，应该
在推进国际标准认同上下功夫。此
外，还应打破部门壁垒，进一步推进
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理念。

“中国建造应该注重建筑和美
学的统一。”胡文瑞提醒，应该把中国
建筑的美学纳入中国建造研究中，
使建造出来的房子让人感到愉悦，展
示建筑建造的和谐美、艺术美。

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来渝论道

中国如何由建造大国走向建造强国？
本报记者 廖雪梅 申晓佳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廖
雪梅 崔曜）4月20日上午，《中国
建造2035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
重庆举行，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齐
聚一堂，为中国建造发展战略出谋
划策。

为何选择在重庆启动该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
授丁烈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
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为响应这
一号召，中国工程院开展了中国建
造2035战略研究。而重庆与中国

工程院一直以来都有良好的合作关
系，2018年6月，重庆市政府还与中
国工程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同时，重庆作为一座山地城市，
山环水绕，江峡相拥，地质情况复
杂，建筑业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
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在全国具有
很强代表性。中国工程院选择将
《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项目启动
会落地重庆，并希望依托重庆，为全国
探索一条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新路径。

启动会上，项目各子课题负责
人围绕研究目标，分别阐述了中国
建造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与路径、

中国“绿色建造”工程、中国“智能建
造”工程、中国新型工业化建造与装
备工程、中国建造全球化发展、中国
建造组织与机制创新6个子课题的
研究方法与实现路径。《中国建造
2035战略研究》项目也在启动会上
正式开题。

据悉，启动会后，还将举行院士
重庆行系列活动。除项目启动会
外，还包括重庆现代建筑产业发展
研究院揭牌及签约仪式、重庆市“两
江四岸”治理提升院士咨询会、中国
（重庆）建筑产业现代化高端学术论
坛等议程。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申
晓佳 崔曜）4月20日，《中国建造
2035战略研究》在我市的重要工作
平台——重庆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研
究院（简称“研究院”）正式揭牌。这
也是全国首个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研
究院。

研究院由重庆市建设技术发展
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共同发起，会同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林同棪
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等单
位组建成立。

研究院以引领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技术发展和孵化培育趋势产业为

目标，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重大技
术难题，在充分整合科研资源、项目
资源、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基础
上，围绕建筑业绿色化发展、工业化
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发展方
向开展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孵化和
产业化，打造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产、
学、研、用、管协同创新的高端平台、
人才聚集的高端智库和产业孵化的
高效载体，以创新驱动建筑产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该
研究院将推动中国工程院重点咨
询项目《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
课题研究成果率先在重庆转化应
用和推广，重点创建技术创新中
心、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工作站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5
个工作平台，建设15个以上有影响
力的专业技术研究所，引进20名院
士和顶尖专家，转化培育具有行业
引领示范效应的技术项目30个，孵

化培育30家规模型龙头企业，打造
5—10 个建筑产业现代化特色园
区，力争用5—10年时间建成西部
第一、全国一流的建设领域科技创
新中心。

据悉，为提升我市建筑产业现
代化水平，研究院已组建了轨道交
通及数字建造研究所、山水城市基
础设施智慧建设技术应用研究所、
城市建设管理智能化技术应用研究
所、BIM（即建筑信息模型）与智能

管控技术应用研究所、装配式建筑
技术应用研究所、装配式建筑设计
研究所、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产业
研究所、建设行业政策技术研究所、
装配式建筑检测研究所9个专业技
术研究所，并与重庆轨道集团、重庆
铁路集团、万科（重庆）房地产有限
公司、金科地产有限公司、中冶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广联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达成服务合作意
向。

全国首个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研究院在重庆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申
晓佳 崔曜）4月20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去年，
建筑业增加值对我市地区生产总值
的贡献率达到16%，拉动我市经济
增长1个百分点。

去年重庆新开工建筑
面积15156万平方米

2018年，我市完成建筑业总产
值7819.42亿元，同比增长2.8%，规
模位居全国第12位，西部第2位；全
市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2331.09 亿
元，同比增长9.8%。

去年，全市新开工建筑面积

1515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8%；全
市在建面积35140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5.8%；全年竣工面积13780万
平方米，增长2.5%。

2018年，我市本地建筑业企业
在市外完成建筑业产值1483.99亿
元，同比增长19.1%；其中境外产值
59.67亿元，同比增长114%。勘察
设计企业市外新签合同额达到467
亿元，同比增长84.3％。中冶赛迪

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对外
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远赴欧、美、非、南亚
等地承接业务。

去年全市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达40.3%

2018年，我市获得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5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2项、国家优质工程奖7项、三

峡杯优质结构工程奖99项。巴渝
杯优质工程奖、重庆市优质工程设
计奖、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分别达到了52项、20项，112项。

2018年底，我市共建成“智慧工
地”1000个。截至2018年底，全市应
用BIM技术的项目累计达到303个。

2018 年全市新增绿色建筑
690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1%；全
市新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积

103万平方米，累计应用规模超过
1500万平方米；全市培育绿色节能
建材年产值276亿元，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达到40.3%。去年，重庆市
被授予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有
1660万平方米，其中一星级绿色建
筑占比64.3%；二星级绿色建筑占
比35.5%；三星级绿色建筑仅占比
0.2%，我市提高绿色建筑发展水平
的任务还很艰巨。

2018年重庆实现建筑业总产值7819.42亿元
规模位居西部第二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四成

为全国探索一条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项目在渝启动

4月20日，《中国建造2035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重庆市渝州宾馆召开。 记者 魏中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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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渝参会工程院院士介绍
何华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专业专长为铁路

工程运输技术工作和铁路科技研究与应用
钱七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

专业专长为隧道及地下工程
胡文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专业

专长为非常规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和工程管理
孙永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常务副部

长，专业专长为道路与铁路工程
郭重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专业专长为机械制造

工艺与设备、设施规划与设计及产业发展战略
丁烈云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专业专长为土木

与建筑工程管理
邓文中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长，专业专长为桥梁工程
卢春房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铁道部副部长，专业专长为铁路建

设管理
黄维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专业专长为石油工程管理
聂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专业专长为结构工程
肖绪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专业专长为建筑施工

领域
钮新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专业

专长为水利工程
王建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专业专长为城市设计

和建筑学领域
（资料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