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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QG-2019-03

晋综示发〔2019〕137 号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

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示范区各部门、园区、派驻机构、有关单位：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试行）》已经示

范区管委会2019年第11次主任办公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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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示范区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发展，根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省政府办公厅《山西省开展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意见》（晋政办发

〔2013〕88 号）等文件精神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推进建筑

节能及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方案》（晋综示发〔2019〕43 号），

制定本扶持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示范区内的绿色建筑项目和生产建筑

节能产品、绿色建材的企业。主要包括：

（一）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取得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后达到以

下条件的非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1.达到国标二星级及以上运行标识的绿色工业建筑项目；

2.达到省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绿色民用建筑项目；

3.近零能耗建筑项目。

（二）在示范区内注册、纳税，并在本办法有效期内生产以

下产品或建材的生产企业：

1.列入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筑节能技术（产品）

推广目录》的建筑节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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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绿色建材评价

标识证书》的绿色建材。

第三条 鼓励项目建设单位优先采用示范区内企业研发生产

的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或绿色建材。

第四条 设立绿色建筑专项资金 5000 万元，由示范区财政扶

持资金列支。

第五条 本办法由示范区建设业务主管部门、创新发展业务

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章 政策扶持

第六条 绿色工业建筑项目，获得国标二星级运行标识的，

按照建筑面积给予 100 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 万

元；获得国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按照建筑面积给予 150 元/㎡

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第七条 绿色民用建筑项目，获得省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

按照建筑面积给予 100 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0 万

元。

第八条 获评为近零能耗的建筑，按其地上建筑面积给予

200 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同时，在计算

统计建筑面积时，因节能技术要求超出现行节能设计标准规定增

加的保温层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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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区内企业生产的建筑节能产品被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为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的，给予

区内企业生产建筑节能产品产值 1%的奖励。

区内企业生产的绿色建材取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的，给予区内企业生产绿

色建材产值 2%的奖励。

以上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无法按产值认定时，按销售额

进行认定。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十条 绿色工业建筑和绿色民用建筑运行标识评价，应在

项目通过竣工验收使用满一年后，由项目建设单位向区建设业务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初审通过后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审定。

以上绿色建筑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取得

运行标识证书后，由区建设业务主管部门出具意见，按示范区普

惠类政策执行兑现。

第十一条 近零能耗建筑取得设计评价证书和近零能耗建

筑评价证书后，由项目建设单位向区建设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建设业务主管部门经核实后出具意见，按示范区普惠类政策

执行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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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区内企业生产的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的奖

励，按产值认定时，由生产企业向区创新发展业务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创新发展业务主管部门经核实后出具意见，按示范区普惠

类政策执行兑现。按销售额认定时，由生产企业向区建设业务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建设业务主管部门经核实后出具意见，按示范

区普惠类政策执行兑现。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扶持资金的监督管理按照《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财政资金扶持管理办法》的资金使用原则及要求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示范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1.普惠类兑现清单(71)

2.普惠类兑现清单(72)

3.普惠类兑现清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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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普惠类兑现清单(71)
事项名称 绿色建筑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试行）》

申请条件

1 示范区内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建设单位）。

2 在示范区内建设的非财政投资项目。

3 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取得施工许可。

4
绿色工业建筑经审定达到国标二星级及以上运行标识的项目；绿色民用建筑经

审定达到省标三星级运行标识的项目。

5 项目竣工验收使用满一年。

补贴标准

1

绿色工业建筑经审定达到国标二星级

运行标识的项目

按照建筑面积给予 100 元/㎡奖励，且

每个项目不超过 200 万元；

绿色工业建筑经审定达到国标三星级

运行标识的项目

按照建筑面积给予 150 元/㎡奖励，且

单个项目不超过 300 万元。

2
绿色民用建筑经审定达到省标三星级

运行标识的项目

按照建筑面积给予 100 元/㎡奖励，且

每个项目不超过 200 万元。

印证材料

1 项目备案文件

2 施工许可证

3 绿色建筑星级运行标识证书

4 建设管理部出具意见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

业务部门 建设管理部

会审部门 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事务部、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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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普惠类兑现清单(72)

事项名称 近零能耗建筑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试行）》

申请条件

1 示范区内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建设单位）。

2 在示范区内建设的非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

3 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取得施工许可。

4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补贴标准 1 获评为近零能耗的建筑项目
按其地上建筑面积给予 200 元/㎡奖励，

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印证材料

1 项目备案文件

2 施工许可证

3 设计评价证书、近零能耗建筑评价证书

4 建设管理部出具意见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

业务部门 建设管理部

会审部门 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事务部、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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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普惠类兑现清单(73)

事项名称 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绿色建筑扶持办法（试行）》

申请条件

1 示范区内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企业。

2

企业在本办法有效期内生产的建筑节能产品列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的；生产的绿色建材获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的。

补贴标准

1

区内企业生产的建筑节能产品被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为建

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的

给予区内企业生产建筑节能产品产值

1%的奖励。

2

区内企业生产的绿色建材获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绿色

建材评价标识证书》的

给予区内企业生产绿色建材产值 2%的

奖励。

印证材料

1
建筑节能产品需取得省住建厅文件（在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内）。

绿色建材需取得《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

2 生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创新发展部出具的关于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产值的认定意见。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

业务部门 建设管理部

会审部门 创新发展部、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事务部、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以上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无法按产值认定时，按销售额进行认定，奖励比例不

变。印证材料除提供上述印证材料中的 1、2 项外，还需提供：3、销售合同、进账

凭证、发票。4、由建设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建筑节能产品（或绿色建材）销售额的认

定意见。会审部门由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事务部、财政管理运营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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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委领导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 2019 年 7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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