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D-ND

社区先锋

优质室内空气

减少碳排放

多功能综合社区

鼓励公共交通

节水

优质步行环境

节电
绿色建筑
星级认证

瑞安房地产
SHUI ON LAND

绿色社区 健康生活

为地区和城市的社会经济

在中国创造世界级的综合多功能社区

发展做出贡献

规划和设计合理的
分期开发模式确保每一期都
运营良好

适宜步行的街道环境，便捷的公共交通连接

瑞安房地产绿色健康社区发展原则

开发上尊重本地文化 ,
设计上体现本地文化和传统
材料的利用

节约能源、水资源和土地做到可
持续发展 , 并且提供健康舒适的
工作生活和休闲场所

打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中心

1

营造富有特色的场所 ,
包括广场、街道、绿地、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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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绿色环节 造就健康生活

01

绿色规划 GREEN PLANNING

03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URUCTION

瑞安不局限于单纯通过技术手段来建造绿色建筑，实现可持续发展。在采用多达 100 多项
可持续技术的同时，更通过打造绿色社区，将健康的生活方式带到您身边。在健康舒适生

瑞安的社区开发模式贯穿着绿色健康的开发理念，通过合理的规划原则来

瑞安房地产提倡绿色施工措施，采用绿色建材， 建材循环使用，节约资源，

活的基础上达到轻松省，并倡导“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观念。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同时承诺所有大型总体规划项目均获得 LEED-

保护环境，并且注重人文关怀，注重施工阶段废弃物回收利用及回收一定

ND 认证。

量建材、加强施工雨洪径流管理、施工室内环境质量管理，以降低施工干扰。

LEED-ND 体 系 全 称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for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即 LEED 邻里开发认证体系。该评估体系
着眼于社区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区域功效，环境保护，紧凑、完整和联系
的住区，资源功效。LEED-ND 评估体系由 LEED 技术咨询团队和来自城
市化和理性增长方面的专家共同审议。

电动扶梯微机变频控制系统

LEED

太阳能照明系统捕风器系统
多样物种四季常青 | 本地植物 | 古木保护
本地材料磁悬浮压缩机制冷机组含

高性能外维护建筑材料

可回收成分的材料

密封隔热门窗景观冷墙

绿色建筑
星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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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瓦屋面隔热屋顶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便捷的公交连接

中水利用 | 节水器具

节水

公共绿地 | 庭院绿化
合理的建筑布局 | 自行车专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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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历史建筑、街区

活
生
适

风力发电机

便捷
全
安

la

健康
舒

Gr
ee
nP

i
nn

n

D

绿
色
规

划ng

计
设es ign

G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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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材各个方面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

提供专业化的运营管理，为客户创造一个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2012 年，

用空间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同时我们承诺所有新建商业项目获得

丰诚物业统计分析了上海、武汉、重庆各项目已建成运营部份的能耗数据，

LEED 或中国绿色建筑认证，所有新建公寓住宅项目获得中国绿色建筑

总能耗同比显著下降，电费支出减少 210 万元。

认证。瑞安的绿色设计采用多项可持续技术，却不是以技术为设计出发点，

通过 GB/T 24001-2004/ISO 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而是提出在健康舒适生活的基础上轻松省，并倡导“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一级资质”认证证书。

的观念。

管理物业“企业天地”获得 2012 黄浦区节能重点项目奖励。

PV 光伏街灯 | 太阳能热水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绿色能源

环保制冷剂现场可再生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奖。其评估体系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建立并推行，是目前在

增强通风 | 昼光照明

世界各国的各类建筑环保评估、绿色建筑评估以及建筑可持续性评估标准中
被认为是最完善、
最有影响力的评估标准。
LEED的评价标准包含可持续场址、
节水、能源与大气、材料和资源、室内环境质量几个方面。LEED 含 LEEDCS（主体与外壳）、LEED-CI（商业室内装修）等等分项认证。

瑞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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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有害悬浮物）监测等服务。

色

1. 科学量度建筑各类能耗情况，准确掌握该建筑的碳排放量、室内空气品质；
2. 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推进建筑节能，降低运行能耗；

分为一星、二星、三星三个等级。

光导照明 | 绿色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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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计量与实时监测、碳排放量统计、设备节能诊断、室内空气质量（温湿

通过这些手段可以：
六大技术体系进行考核，即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

优质步行
环境

可视化能源监测系统 : 瑞安房地产对所持有和运营的建筑提供可视化的能

绿色建筑标识评价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并管理的绿色建筑评审工作。对

BREEAM
pe
ra
tio
n

GREEN OPERATION

顶级物业管理团队 : 瑞安房地产子公司丰诚物业一直追求卓越的服务品质，

高性能设备

O

绿色运营

在瑞安，建筑设计充分地考虑了可持续发展原则，从节能、节水、节地、

大温差空调系统 | 雨水收集利用
适宜步行的道路街区环境，舒适的步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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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历史能耗数据累积，为未来设计提供合理用能指标，避免设计浪费；

低耗能空气能抽湿热泵
磁悬浮压缩机制冷机组

英国建筑研究院环境评估方法 , 被称为英国建筑研究院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雨洪径流管理

始创于 1990 年的 BREEAM 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全球最广泛使用的绿色建

BREEAM

优质室内
空气

4. 为租户提供个性化节能及室内空气品质服务；

筑评估方法。其覆盖了能源使用、资源、污染物排放、场地及室内环境等
各个方面。根据其所满足的条款及最终获得的分数，其评价“通过”、
“好”、
“很好”或“优秀”级别。

自动监测系统 | 二氧化碳监控
高效灌溉 | 固废处理 | 垃圾分类

废弃物回收利用

租户可持续指导建议

回收木构件 / 砖 / 条石 / 瓦
施工雨洪径流管理

减少
碳排放

住宅性能认定，是指根据国家统一发布的《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由

住宅
性能
认定

施工室内环境质量管理

评审机构组织专家组对住宅项目进行技术评定，其结果提交住宅性能认定
机构进行认定，从适用性能、环境性能、经济性能、安全性能、耐久性能
五个方面对住宅进行评定，最终确定住宅的性能等级的专业认定。其中 A
级住宅为执行了国家现行标准且性能好的住宅，AAA 为最高。

降低施工干扰

ASHRAE 标准

ASHRAE 是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Inc. 的简称，中文译为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
师学会。其标准由于在制冷、空调领域的权威性已被所有国家的制冷设备
标准制订机构和制冷设备制造商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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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的绿色办公 : 瑞安倡导绿色办公，总部及多个项目办公室均取得 LEEDCI 认证。在这里，“节水节电，健康办公”的观念无所不在，定期举办各种
丰富多彩活动，绿色健康观念深入每个员工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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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平桥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

太平桥项目毗邻上海主要商业街之一淮海中
路，为大型城市核心重建发展项目。该项目
将“旧上海”的建筑艺术及文化魅力，与现
代特色及配套设施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以
工作，生活，休闲与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国际
化社区。项目包括 4 个主要区域：上海新天
地为历史建筑物重建区、企业天地及瑞安广
场组成商业区、翠湖天地为高尚住宅区、上
海新天地时尚及新天地朗廷酒店为代表的零
售、酒店及剧院区。
规划用地面积 ：约 51 公顷

太平桥人工湖公共空间和开放绿地为人们提供了惬意的步行体验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25 万平方米

LEED-ND 2009 注册项目

发展
理念

01

多功能 + 文脉延续，焕发城市中心区
新的活力

02

以步行和公共交通为导向

03

绿化环境体系整合激发富于活力的城市空间

“上海太平桥”是瑞安“尊重本地文化”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最好彰显。它开创了保留旧建筑、

4 条地铁线贯穿该项目并连接市内其它主要区域，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上

打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中心”和“营造富有特色的场所”一直是瑞安上海

赋予新价值、将旧居住区改造为多功能社区的发展思路，使城市中心区焕发新的活力，在将

海太平桥”项目打造了舒适安全的步行环境和便捷的公交换乘连接，倡导以步

太平桥项目的发展愿景；集人工湖和绿化组成的中心，在上海高密度、缺少绿

新天地打造为时尚地标的同时也成就了文化延续。

行及公交为主，减少对小汽车依赖的全新健康生活理念。

色的城区里所产生的吸引力，已足以证明它的价值所在。

企业天地 II 期 126 地块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企业天地 II 期 127 地块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企业天地 II 期 126 地块
全国首个依照中国绿色建筑超高层细则标准
认证项目

上海太平桥项目的开发将淮海路的活力延伸

>> 尊重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与之融会贯通

翠湖天地御苑

上海太平桥项目的发展延续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肌理，保留了传统街道的尺度和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 打造城市中心全年无休的全天候国际社区

街坊大小，发展中力求新天地与周边街坊之间完全融合。新天地的每一个沿街

上海太平桥项目的发展不简单以住宅覆盖所有功能，而是建构了一种瑞安特有的多功能社区

立面都服务着城市街道，形成了上海城市生活的亮点。

发展理念。社区规划住宅约 51 万平方米，总部办公约 39 万平方米，近 6 万平方米教育，
2003 Award for Excellence
新天地北里

绿色
认证

零售商业 17 万平方米。2003 年，新天地北里荣获了国际房地产界大奖——由 Urban Land
Institute（ULI）颁发的 Award for Excellence 大奖，成为首度获此国际殊荣的中国内地项目。

企业天地 II 期 126 地块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设计标识
2

人工湖绿地约41600M

旧建筑修缮及改造 21000M2

2012 年每千平米碳排放量较2011年减少6.93%

4 条地铁线接驳
已经通过可持续认证项目 111,895M2
正在申请可持续认证项目 124,94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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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明天，相会在今天”的新天地

企业天地 II 期 127 地块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设计标识

在允许拆除重建的地段，上海新天地全部采取了尽可能保护老
建筑的发展策略，也保护了许多建设控制范围以外的老建筑，

满足绿色建筑评估“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环境、运营”六大评价技术体系、室内装修预评估等等，

修缮面积达 21,000 平方米。瑞安不遗余力地按照历史特征恢

除此之外，更有：绿化屋面 + 高反射屋面 | 高效能维护结构 | 针对上海地区，经济优化的外遮阳设计

复它们，最终建筑所传达的历史信息与其承载的时尚生活内容

| 全变频系统水侧免费制冷新风设置 | 调整采用 T5 或者 E-HF 高效的光源，并配备高反射率的灯具 |
热管式热回收装置，余热废热提供 10% 生活热水 | 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组件地下自然采光（光导管系统）

之间形成强烈的新旧对比，达成“昨天、明天，相会在今天”

| 97％的停车面积设置于地下部分，降低硬质地面停车位置需求，增加绿化 | 场址中停车容量的 5%

的情境。
走过一个时代的弄堂——上海新天地北里

优先提供低排放和节油汽车 | 提供相应数量的自行车停车位和沐浴龙头，鼓励自行车上下班 | 中水回
全年无休的活力“上海新天地”，已成为上海的地标

用 + 节水器具均可达到年节水率最小 40% | 滴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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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虹新城
中国，上海市，虹口区

瑞虹新城项目是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大型城市
瑞虹新城二期内部景观

核心重建项目，项目周边交通便利，畅享 2

倡导步行交通，瑞虹新城步行及自行车道

瑞虹路休闲下午

瑞虹路及设计中的生态廊道

环 4 轨交 3 隧道 1 枢纽立体交通。根据总体
规划，项目将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社区，包括
办公楼、零售商场、酒店、娱乐设施、文化
及住宅。建成后，该项目将成为上海东北区
域的时尚生活中心。

>> 发挥公园优势的绿化景观步行轴

>> 绿色健康措施展示--生态景观

采用生态效应较高的绿化景观设计，通过绿化景观步行轴将瑞虹新城北面的和

在瑞虹新城景观不只是绿色装饰，更为社区健康服务。节水的同时，创造舒适

平公园与各功能区紧密联系，形成瑞虹新城中央景观轴。商业区与和平公园联

社区气候和宜人环境。设计中的瑞虹路雨水草渠，一方面收集雨水，一方面也

系起来，方便社区居民使用商业设施，并有效提升区域景观。

是社区景观，更带来雨后干爽的路面。

>> 十大绿色健康社区措施

规划用地面积：约 59 公顷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70 万平方米

社区 LEED 认证
交通可持续 : 鼓励自行车、步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机动车出行
生态景观 : 灰空间景观化、生物多样性、本地植物，可食植物
新建住宅 : 中国绿色建筑标示认证

华东区首个 LEED-ND 2009
第二阶段金级预认证项目

发展
理念

01

10 号线

综合性多功能社区发展理念

10分钟
减少碳排放

步行综合国际社区发展理念

材料可持续 : 使用本地建材、可回收建材
公交枢纽

作为上海中心区大型国际社区项目，瑞虹新城的发展是通过充分利用轨道交通设施和周边

设计平均水资源节约 45%

景观资源，延续瑞安“建立高效步行系统，鼓励公共交通使用”的发展理念 , 打造多功能
3 号地块月亮宫

能源 : 可持续能源规划、建筑被动节能、高能效设备、绿色照明

4 号线

综合社区。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微气候改善 : 室内外通风防风、静风污染点消除、乔木遮荫蒸发降温

>> 发挥轨道交通优势的商业商务主轴
瑞虹新城“优贤生活”

发展中着力打造联系轨道交通 10 号线和 4 号线车站之间的步行系统，鼓励社区居住者使
用公共交通，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作用。沿线规划时尚商业、文化休闲、商务综合等多个功
能模块，形成“太阳殿”、“月亮宫”、“商业文化连廊”、“星星堂”四个重要节点，
瑞虹新城

庭

>> 发展步行系统，打造步行环境
即使在繁忙的上海，瑞虹新城的生活也保持着舒适方便，从几个公共交通核

绿色
认证

心点出发，10 分钟步行范围基本覆盖整个瑞虹新城。在瑞虹新城，社区是人

共同组成商业商务主轴。

们下班回家路过社区中的一座座商店、餐厅、酒吧、书屋，而不是滚滚车轮

瑞虹新城铭庭

与烟尘……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住建部 AA 级性能住宅评定

和平
公园

上海节能省地型“四高”优秀小区

02

绿色可持续建设打造宜居节能社区
瑞虹新城铭庭

星星堂

瑞虹新城

庭

一方面是绿色健康社区规划，一方面是采用新技术的环保建筑和智能建筑，在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 住建部 AA 级性能住宅评定 \ 上海市节能省地型“四高”优秀小区

为使用者提供方便舒适生活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为地区

瑞虹新城·铭庭采用了多项绿色环保技术，并且对这些技术的应用极为全面，其原则
是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从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方面概念，为居住者提供健

环境品质改善做出了贡献。

康、舒适、高效的使用空间。达到了整体节能 65% 的标准，设计要求空调能耗下降
50%，为居住者省下更多的生活支出。通过采用外墙内保温、双层中空 Low- e 玻璃

总体设计能耗较美国 ASHRAE 基准低 12%

设计平均水资源节约 45%

等技术提高建筑的保温性，有效降低空调的使用频率，在提升人体的舒适度的同时，

商业文化
连廊

>> 绿色健康措施展示--微气候模拟
大量的屋顶绿化和高反射屋顶可以有
月亮宫

效减低小区热辐射，设计中模拟区域

3 条轨道交通，一个公交枢纽
太阳殿

已认证绿色单体建筑

142,168M2

正在认证绿色单体建筑 116,386M2

7

全面落实节能减排的理念。

微气候，考虑室外通风防风；关注污

3 号地块 月亮宫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染点静风排出；提供乔木遮阴、蒸发
瑞虹新城着力打造的商业主轴连接两条轨道交通

降温，带来区域内优质的微气候。
8

03

创智天地

创智天地广场 -- - 创新的园区

>> 便捷安全的交通到达

中国，上海市，杨浦区
围绕于江湾体育场周边地区，创智天地广场主要有会议展览中心、科教创业中

创智天地项目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城市核心

心和体育场广场等项目。地块由九幢建筑物围绕两个主体公共广场组成。广场

区，邻近 11 所高等学府。项目意图是为配合

具有创意地设计为下沉式广场，便于人们从南侧的地铁站和淞沪路西部生活工

上海市政府“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提供

作区便捷、安全地到达。

一个推动创意和创业的环境。项目发展参考
>> 低姿态的开发 - 凝聚公共社区中心

美国硅谷和巴黎左岸的“生活、工作、休闲”
环境，以教育、科技、文化、研发及创业为

在江湾体育场周边的创智天地广场以低姿态展开，建筑强调小体量和通透感，

基础，形成校区、园区和社区“三区联动”，

使人们在广场和庭院可以看到江湾体育场。庭园绿化设计使大部分建筑得享最

创造一个能吸引、培养和留住优秀人才的创

佳景观。所有大楼均面对体育场广场或科技广场，以凝聚一个公共社区中心。

新知识型社区。整体规划包括四个功能区：

体育场广场上设有露天剧场，这里也是提供大型户外活动的地方。

创智天地广场、创智坊、创智天地创业园及
江湾体育中心。

大学路上的“慢生活”

规划用地面积 ：约 38 公顷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

发展
理念

01

为知识工作者塑造融合工作与生活的新型社区
“IPO 创业之家”揭牌仪式

创智天地社区为创业和创新的人们提供着独一无二的机

创智天地广场 Hub II 期 办公
LEED-CS 2009 银级认证项目

05

大学科研
机构协作

会。知识社区健康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人

生活社区

创智天地

依托于创智天地创新互动知识社区的平台，创智天地自有的孵化器 InnoSpace
可提供 60 多个工位。孵化器的各类合作伙伴，涵盖了香港数码港、硅谷银行

新创业群体的加入。创智天地建造的就是这样一个使企
创智天地广场 5 号街坊 5- 5、5- 7、5- 8 办公
LEED-CS 2009 金级认证项目

创新产业与绿色机构

>> 创新产业

们归属感与社区互动。 大学机构与企业的协作使知识可
以转换为商业财富，这样的良性循环和社区氛围吸引着

习近平先生视察创智天地

业，创业家生长的生态系统和社区平台。

创新
企业平台

等国外创业服务机构、北极光、达晨创投、启明创投等 VC，IBM、EMC、华
为等大企业，上海云基地、创业基金会、创新工场等国内的创业服务机构，以

创智天地项目办公室
LEED-CS 2009 金级认证项目

02
创智天地企业中心 C2- 03/05
LEED-CS 注册项目

及 Topgeek、GDG 等各类技术组织和活动。

创智坊 --- 健康创业和乐智生活的社区

>> 绿色机构

采用多功能的小地块开发思路的创智坊，延续了江湾区域成熟的城市肌理，增加了作为城

优越的创新社区，带来了国际绿色机构的入驻，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

市公共空间最基本的元素——街道空间，提升了社区居住者的交往氛围，增加了街道形式

上海办事处、联合国南南全球技术交易所和环境能源交易所均选择落户这里。

的多样性，致力于打造充满活力和趣味性的步行环境。在这里，广场、绿化、开放空间精

创智天地每年均有各类大型论坛及展示，很多涉及绿色及可持续发展。

心设计，穿插其间，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创智天地社区——有智慧，有生活。

江湾体育中心为周边提供了健康休闲的中心

7 号街坊 7- 7、7- 9 办公

绿色
认证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江湾翰林
上海市节能示范工程

04

住建部 AAA 级性能住宅评定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江湾体育场 -- - 健康生活的“中心”

创智天地广场 Hub II 期办公

创智天地广场 5 号地块 5-5、5-7、5-8 办公

LEED-CS 2009 银级认证项目

LEED-CS 2009 金级认证项目 \ 绿色建筑认证二星级设计标识

创智天地企业中心 C2-03/05

江湾翰林

LEED-CS 2009 金级认证项目

上海市节能示范工程

绿色建筑认证二星级设计标识

住建部 3A 级性能住宅评定

发展中将始建于 1935 年的江湾体育场进行维修，并可持续使用，打造上海“一

江湾体育场历史建筑保护 18700M

2

站式休闲健身”的理想场所，将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生活和休闲紧密联系起来 ,

地铁 10 号线接驳

通过真实、完整地保留和传达文物的历史价值，可持续拓展新的功能，导入更
富活力和人情味的休闲体育，使其成为一个有各类休闲体育设施的、为整个创

已经认证绿色单体项目 329,088M2
正在认证绿色单体项目 166,200M2

9

创智坊的生趣盎然的早晨

智天地和周边居民提供了健康生活的“中心”。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10

虹桥天地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
虹桥天地项目位处虹桥商务核心区，并直接
连接虹桥交通枢纽。该项目定位为集展示办
公、酒店、购物、餐饮、娱乐、演艺为一体
的综合商业，将为未来虹桥商务区的办公人
群以及高铁一小时经济圈所辐射的 7500 万
人口提供商务、休闲的新地标平台。

规划用地面积 ：约 6 .2 公顷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
虹桥天地新天地

发展
理念

50%
单体建筑中国绿色建筑
两星认证

50%

03
01

虹桥枢纽对接长三角第一站

位于虹桥低碳商务区的虹桥天地是虹桥枢纽对接长三角的第一站，提供国内外知名品牌的
商贸展示场所，创造了办公与精品展示同一空间的有机结合。办公会展、餐饮、娱乐和酒

单体建筑中国绿色建筑
三星认证

店的合理配置、混合渗透的高效模式，为商业、贸易、办公提供着独一无二的国际平台。
它与虹桥枢纽有机结合互补，将用最优质的资源，为全世界的游客提供在世界最大交通枢
纽的独特“运送”体验。

虹桥天地地下空间“中央大道”为使用者提供了便捷的步行穿梭体验

04

小街坊高密度穿插开放空间

精心设计的步行化环境

虹桥天地采用小街坊高密度的空间形态穿插着大

层叠贯通的空间步廊，为虹桥天地提供了流畅的全天候

量的开放空间，尺度宜人、层次清晰、灵活多样；

步行空间体验，使用者可以毫不费力步行到达虹桥天地

合理分布的垂直交通增强着空间的动感；建筑天际

的每一个楼宇。下沉式广场形成开敞的空间节点，充分

线高低起伏，富于节奏和美感，充满着现代城市鲜

发掘地下空间潜能，项目协助虹桥商务区打造了公共地

明意象。

下空间，节约用地并形成充满活力的交往空间体系。 人
车分流、清晰的交通脉络、合理设置的公交站点、自行

05

100% 可持续单体建筑绿色认证

车租赁点，使地块通达便捷，并提倡着低碳商务环保发
展的态度。

虹桥天地是虹桥低碳商务区绿色认证的先锋，全面达到绿色建筑二星标准，并有 50％达到三

02

星标准，所有办公楼宇通过 LEED 认证项目。采用了多项具有可操作性建筑节能技术，致力

无可比拟的便利交通

于整体打造生态高效、低碳、人性化的现代绿色商务建筑示范区。

虹桥天地南区 5# 办公楼

绿色
认证

LEED-CS 注册项目

虹桥天地演艺中心

虹桥天地北区 1#、2#、3# 办公楼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注册项目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虹桥天地北区 1#~3# 办公楼

虹桥天地新天地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LEED-CS 金级预认证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郎豪酒店

虹桥天地南区 5# 办公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认证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LEED-CS 注册项目

虹桥天地购物中心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注册项目

办公楼
LEED- CS 注册项目

虹桥天地南区

虹桥天地新天地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虹桥天地酒店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虹桥天地南区 5# 办公楼

从虹桥天地出发，约 9 分钟步行可以到达 2 号航站楼 , 约 2 分钟步行到达高铁虹桥站与地
铁 2 号线，10 号线虹桥高铁站零距离接驳，2018 年共有 5 部地铁同时开通，超过 20 条
公交路线连接上海及周边，距世界级国家会展中心仅 800 米。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注册项目

1# 办公

虹桥天地购物中心

LEED- CS 金级预认证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注册项目

2# 办公
LEED- CS 金级预认证

虹桥天地演艺中心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注册项目

3# 办公
LEED- CS 金级预认证

郎豪酒店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毗邻虹桥交通枢纽

新天地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5 条地铁线接驳
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和虹桥枢纽之间的虹桥天地

11

虹桥天地北区

虹桥天地购物中心

虹桥天地演艺中心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注册项目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注册项目

12

03

武汉天地

小街坊规划 + 安全舒适的步行环境

瑞安独有小街坊规划增加了街道形式的多样性，有助于打造

中国，武汉市，江岸区

独特而充满趣味的步行环境。曲线设计的街道和减小转弯半

武汉天地项目位处武汉市中心江岸区，临

径的细节考虑有效减缓车速，使社区环境更安全舒适。与本

江面向风景如画的长江及江滩公园，为大

地风格相结合的建筑立面，也建立起人们对这一地区的独特

型市中心多功能综合重建项目。项目包括

认知。

2 个主要地块，A 地块主要为办公、零售、
餐饮及娱乐设施，并有住宅物业。B 地块

04

则主要作住宅用途，并配有办公楼及商业

“社区公共绿地 + 小区庭院”打造多
层次绿化体系与开放空间

设施。该项目力求在保留当地传统建筑的
不同层次绿化规划整合沿江自然景观，创造了大量优质的开

同时，提升这些建筑物的商业价值，使其
成为武汉的新地标。

放空间，这些都鼓励着居民户外活动与健康生活。绿化更吸
规划用地面积 ：61 公顷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

收外围噪音，保障社区安静环境与洁净空气。
武汉天地小区绿化及绿色屋顶

全球第一批 LEED-ND Pilot
第二阶段金级预认证项目

武汉天地 A4 地块
LEED-CS 金级认证项目

发展
理念

01

“生活＋工作＋学习＋娱乐”, 一个能代表 21 世
纪武汉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形象的国际化社区

05

老树 - 与武汉天地相伴共生

武汉天地的目标是在武汉建设一个国际化社区，不仅仅是高级办公楼、高级商铺或高级住

武汉天地保留老树 60 棵。设计和发展中，有意识地避开这些

宅区，而是具有综合的城市功能，为来自国内外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提供多样化办公、居住、

“有年纪”的树木。从发展伊始到今天，这些见证社区变迁

日常消费、文化娱乐和公共交往等功能的场所，满足他们在武汉生活的综合需求，以此为

历史的老树一直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与武汉天地相伴共生。

城市吸引和留住人才。武汉天地在项目初始规划阶段就以瑞安多功能发展理念规划社区，

城市农场

06

倡导 “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的生活方式。

武汉天地 A1/2/3 塔楼

02

以“健康、绿色、劳动、休闲”为主题、位于武汉天地 B 地块的“城市农场”，占地总

与长江和谐共生的健康社区

面积为 1030 平方米，耕种土地 62 块，采用的是 CSA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即社区支持

LEED-CS 注册项目

BREEAM

“城市农场”倡导健康生活态度

农业，让农场和社区居民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居民可以在农场认租土地自耕自种，享
居于长江一侧，武汉天地充分利用现有城市景观资源，并且规划景观绿带将长江水面与社

受劳动和收获的快乐，提倡食用有机蔬菜瓜果，畅享健康生活。

区景观结合，创造友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充分利用长江水域，单体建筑朝向与布局都仔细

武汉天地 A1/2/3 裙房商业
BREEAM 中期评估及“Very Good”评级

设计以促进社区自然通风，这里同样有瑞安社区标志性的适宜步行的街道与开放空间。
武汉天地新天地的开放空间

绿色
认证

武汉天地 B9/B11 地块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武汉天地 B20 地块
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标识
武汉天地 A4 地块

裙房商业 BREEAM“Very Good”认证

LEED-CS 金级认证项目

塔楼 LEED-CS 注册项目

保留古树 60 棵
绿化屋顶 139,320 M2
保留历史建筑 8 幢
设计节水率 30%
2 个轨交站点接驳

已认证单体建筑面积 110,000M2
武汉天地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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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型的街道有助于减缓车速，创造安全的步行社区

武汉天地 B9/B11 地块

武汉天地 B20 地块

中国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

中国绿色建筑设计三星级设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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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天地

建湖宜居

为了创造社区健康舒适的环境并提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

供充足社区居民交往的公共户外空

重庆天地项目位于重庆市主城传统商业中心渝

间，重庆天地根据项目实际地貌，

中区，是大型综合性城市核心改造项目。总体

将原洼地改成人工湖及湿地，通过

包括开放的公共绿地、人工湖及湿地公园；商

抽取嘉陵江的水源及建造完善的

业中心包括 5A 甲级办公楼、豪华酒店、零售

雨水收集系统以补充人工湖用水。

及娱乐设施以及高档花园住宅小区及学校等公

水源热泵系统同时提供周边重庆天

共配套。该项目目标是成为重庆现代的服务业

地空调系统可持续能源。人工湖营
造生态的湿地系统，可以提供废水

中心。

规划用地面积 ：128 公顷

处理，提高周围环境的水质，增加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290 万平方米

野生鸟类和多样性植物生长生活区
域。人工生态湿地系统将成为可持
重庆天地体现了瑞安社区可持续发展在山地城市的理念，发展充分利用地形 , 将城市的

续发展教育与研究基地。
重庆天地人工湖

一片“洼地”打造成了一个山地上独特的“重庆天地”。项目定位为 “一个特色居住和

全球第一批 LEED-ND Pilot
第二阶段金级预认证项目

商贸区，一个具国际级环境的现代服务业优质社区，一颗能包含老重庆特色与新都市繁

绿色
认证

荣的水上明珠”。

发展
理念

01

因山谐筑

>> 激发山地优越特质
B3/01 重庆天地商业
LEED-CS 金级认证项目

B12- 1/02

项目发展致力于激发优越山坡城市特质，利用山地，对街道和建筑朝向做出适当设计以配
完善的雨水收集系统以补充人工湖用水

合太阳和风力，同时，适当的建筑朝向带来舒适的社区环境。

LEED-CS 金级认证项目
重庆天地化龙桥 B11 地块商业

重庆天地化龙桥 B11 地块 1-3 办公塔楼

>> 紧凑开发提供充足社区公共空间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通过限定发展的边界和紧凑的开发，确保不同的

作为超高层申请 LEED 认证项目，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研究。尤其项目以大面积玻璃幕墙为主，
对能耗影响较大，采用性能较好的玻璃幕墙对整个项目能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重庆气候

地块之间有充足的与山谷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绿
B11 办公塔楼 1- 3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B11 商业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条件和项目特点，设计分析了太阳辐射和散射对各朝向的玻璃幕墙的能耗影响，并进行能耗模拟、

化和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特征，并

自然采光模拟，以期达到较好的节能效果。
重庆天地风环境分析

确保了整个区域环境品质和城市特色，形成江湖
山色与城市街区相互映衬的社区特色。

B12-1/2 瑞安重庆天地办公室
LEED-CI 注册项目

B12- 3/4 商场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 降低社区热岛效应
建筑层层错落 , 在保留山地特质的同时也创造了
极具特色的公共开放空间，提供社区居民文化休
闲及社区交流，同时有效降低社区热岛效应。

>> 建立步行系统
实际完成约 10 万平方米屋顶绿化
人工湿地约 4 万平方米

参照于国家节水规范节水率 17 %
重庆天地水源热泵获得重庆市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示范工程
已经获预认证单体项目 600,000 万M2
准备认证单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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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 万M2

西部
住宅
中部
湖畔

东部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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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01 新天地商业

重庆天地化龙桥 B13 地块 商业与办公

LEED-CS 金级认证项目

认证目标 LEED-CS 金级

重庆天地“新天地”
B12-1 办公 / 商业 B12-3 商业裙房 B12-4 商业裙房

在重庆天地主要的室外人行路线上，

重庆天地最具特色 B3 地块“新天地”，占地 32,000 平方米，由高低村落、文化剧场、

LEED-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为行人提供遮阳避雨的设施，创造舒

吊脚楼、商业主楼及精品酒店五个精致建筑群落组成，包括零售与餐饮及酒吧等

高效冷机 | 高效风冷热泵 | 加强维护结构保温 |

适的步行体验，鼓励步行，以此实现

业态，实现购物与休闲娱乐的融合。发展汲取重庆浓郁丰富的山水文化，深厚的

瑞安发展可持续社区的承诺，提升居

人文内涵和绵长的历史肌理，以错落的台地、青砖青瓦的建筑将古老的山地村落、

制系统 | 低流量洁具技术 | 雨水回收技术 | 绿化

民和在此工作消费人群对社区的认

旧时的工业建筑与玻璃和钢结构的现代元素融合，打造重庆又一地标。项目全年

屋顶技术 | 风侧经济器 - 焓差控制 | 可循环废弃

同。重庆天地的步行系统连接“东部

运行能耗较 ASHRAE 90.1-2004 可以取得 16% 的能源费用节省。另外采用引

商业集群”，“中部湖畔片区”及“西

入自然光线和视野、增加新鲜空气量等等措施改善室内环境质量，加强了室内与

加 30% 的新风 ，相对于国标节能 15%， 超过

部住宅片区”三个部分。

室外空间的联系，90% 的室内活动区域有对外的视野。

LEED 标准相对于国标节能 5% 的基准。

二氧化碳新风控制技术 LED 照明 | 建筑能耗计
量与验证 | 人员照明控制系统 | 地下车库排风控

物管理 。
比 LEED 标准节水近 50% ，比 LEED 标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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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岭南天地
中国，佛山市，禅城区

佛山岭南天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老城中心，
坐落于佛山传统的城市核心及公共运输枢纽。
该项目将保留佛山风情风貌，充分挖掘佛山
粤剧之乡、陶艺之乡、武术之乡、美食之乡

岭南天地的开放空间

的历史文化特色，同时融合时尚元素和现代

>> 填充 - 佛山新中心区的活力激发

化设施，为佛山精心打造一个优质的市中心
只有历史的社区是陈旧的，尊重新开发历史街区的尺度和特色的发展可以给它

综合发展项目。开发内容包括住宅、办公、

注入活力。瑞安的发展，旨在激发历史街区和活力，在保留它原来的居住功能

零售、酒店﹑餐饮、娱乐、旅游及文化等多

的同时，一部分的用地被用于商业、零售、娱乐、文化、艺术和开放空间，以

功能设施。

此为佛山提供一个具有活力现代化的区域，解除历史老城区的发展压力。利用
规划用地面积 ：66 公顷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

LEED-ND 2009 版
全球首个第二阶段金级预认证项目
总体规划

02

发展
理念

美国建筑师协会

01

开放空间 - 整理历史街区

佛山岭南天地开发中系统穿插大量的开放空间，以提供足够的社区户外交流场

美国建筑师协会香港分会
【城市设计优质奖 2008】

山谷形态的设计概念，将高楼逐步移出历史区域，避免其对日照和视线的影响。

尊重岭南文化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区域及都市设计荣誉奖】

所，而修正历史街区拥挤杂乱的环境。这样的开放空间，维护了文物建筑的气场，
又提供了城市居民婚礼、诗歌朗诵、艺术俱乐部聚会和其他传统文化活动举办
的场所，丰富了佛山的生活。

佛山岭南天地的发展，是在佛山的老城中心地带。为了在项目中心区保留佛山历史建筑和
历史街巷空间尺度，采用了“山丘和山谷”的概念——仅项目边缘地带进行较高密度和较
1 号街坊新天地商业
LEED-CS 注册项目

大尺度的开发，而保留历史街区的气场。在这里，历史有尊严地存在、触摸着今天，人们
徜徉其间，品尝着历史的芬芳，体验着健康与舒适。

03

徜徉于历史 - 愉悦的步行体验

丰富的开放空间，具有历史气息的街道，佛山岭南天地商业地块也鼓励人们步
行，在为市民提供健康的生活空间同时，创造一种强烈的城市归属感。

岭南天地 | 东华嘉苑

>> 历史记忆 - 对岭南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04

湿热气候条件的绿色应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简氏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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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岭南天地开放空间

延续历史与绿色健康生活态度的岭南绿色生活馆

广东省绿色住区

岭南天地 | 东华嘉逸苑
广东省绿色住区

身处岭南文化核心区域，发展中保留并修缮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祖庙”和“东华里民居

针对佛山日照丰富以及特殊的岭南湿热气候，瑞安也采用了特殊的设计来应对，

佛山岭南天地绿色生活馆是一幢拥有百年历史的储物楼。一棵新树，枝叶茂盛，

建筑群”以及近 20 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记忆，延续了传

包含 : 地库顶板采光窗、光导照明、低耗能空气能抽湿热泵、太阳能照明系统、

贯穿期间。新树为老房子带来新的生机，老房子为树木提供庇护，相互交融，

统街坊肌理，并控制新建建筑高度以保留这些著名建筑的屋顶形象和天际轮廓线。

捕风器系统、大温差空调系统、绿色屋顶、绿墙、冷墙、历史建筑瓦屋面隔热

生生不息。这里带来的不仅是昔日历史文化，也是岭南天地健康生活的美好未

屋顶等多项设计，使这里的居住者最大可能节能省费并舒适健康。现有居住小

来。老房子代表着佛山旧城，新树象征着瑞安带来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整个概

区多个获得“广东省绿色住区”称号。

念体现了瑞安集团在保护环境、传承文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岭南天地 | 18 地块
中国绿色建筑标识 2 星申请项目

修缮更新 17.02 公顷历史街区

绿色
认证

2 处全国文物 1 处省级文物
19 处市级文物
实际完成约 139,042M2 屋顶绿化
中水处理 236,411 吨 / 年 设计节水率 50％

广佛地铁接驳

佛山岭南天地 东华嘉苑
佛山岭南天地 东华嘉逸苑

商业部分总体能耗较美国

广东省绿色住区

ASHRAE 90.1-2007 Standard 低 10%

佛山岭南天地 -18 地块

认证中单体建筑面积 67,800M2
佛山岭南天地传统建筑

17

回收旧砖瓦精心设计的景观

佛山岭南天地绿色体验馆

中国绿色建筑 2 星级申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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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地
中国，大连市，高新区

大连天地是一个多功能综合发展项目，位处
风景如画的中国东北辽宁省大连市。其发展
概念是提供环保、高度现代化而时尚的生活
方式，以吸引环保人士、绿色生活崇尚者及
知识型人才。该项目首发的黄泥川版块以“天
地软件园”的产业办公为核心，是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乐活领地、知识产业人群专享的绿
色工作生活空间；而大连天地之河口湾版块
则被打造为国际级时尚都会。

规划用地面积 ：26. 5 平方公里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360 万平方米

社区自行车专用道及太阳能街灯

发展
理念

01

河口湾版块

“智荟天地”

>> 社区的建造

黄泥川版块低碳公园在原有坡地上恢复了一个生态的绿色基
底；用步行体验的方式联结着一系列生态新技术应用节点，
在展示“低耗能发展思想”的同时引导社区人们向积极健康

河口湾版块是大连天地一个集工作与生活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是大连天地的社交中心，

发展中为避免单一功能产业园区的氛围——采用适合社区民众步行的街 100-

的生活迈进，为整个大连软件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典型

开发区域中央是商业、娱乐和公共空间的中心“新天地”。项目采用山、海、社交中心

200 米之间街道网格； 沿主街道和两个交通站点周边配置“智荟天地”商业

的示范作用。公园内的展示厅建筑充分利用了各种可持续技

和标志性塔楼有机配合，充分发挥滨水城区的优势。

及公共中心，并努力打造这条具有真实城市氛围的主街道。

术，尽量减少建筑对外界市政电量的需求，做到真正的低耗
能建筑。

>> 与日常生活结合的健康可持续观念教育
在黄泥川版块的发展中，绿色可持续技术的展示和教育也是瑞安希望带给社区
生活的一个愿景。绿色社区、绿色建筑、绿色技术在黄泥川版块归结起来就是
绿色生活。社区高效的能源利用，良好的居住环境，舒适的生活方式，持续的
发展利用，可以为社区整体和谐发展创造深远价值。
鼓励健康生活——大连天地的自行车租赁系统

黄泥川片区
LEED-ND 注册项目

02

黄泥川版块 : 可持续发展的乐活领地，知识产业人群专享
的绿色工作生活空间

西湖天地
中国，杭州市，西湖区

发展
理念

01

还湖于民，打造融于西湖的“新天地”

发展利用原有的老年公园，引入餐饮、商业、文化娱乐和具有园林气息的
公共空间，将西湖天地打造成高品位、多功能的休闲娱乐场所，从而带动
整个湖滨地区的品质升级。

>> 化单一功能高科技园区为一个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综合健康社区
黄泥川 D22 地块
LEED - CS 银级认证项目

黄泥川版块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城市中心区的氛围、充满活力的社交中心和为科技人员
提供健康宜居的社会生活场所；不同类型的住宅就近提供，并有儿童就学和医疗等必要
的城市设施，工作与居住区域合理配置，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
要的基础上减少交通带来的污染及碳排放。

黄泥川 D14 地块

坐落于西湖南线风景区的杭州西湖天地，毗邻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
在素有“长堞接清波看水天一色，高楼连闹市绕烟火万家”之称的涌金池

02

凸显西湖环境优势，延续传统杭州城市特色

畔。这里不但延续了杭州的建筑特色，而且创造出了四季皆宜的环境，让
那些暂别喧闹都市的游客们，无论是在气候宜人的春秋季节，还是在严寒

新建和改造的旧建筑也遵循园林建筑的小体量，让位于自然，采用新旧对

酷暑的冬夏时节，始终可以置身于大自然，在繁华一隅的静谧与悠闲中品

比的手法，运用了钢结构和玻璃这些现代元素。所有的建筑单体尽可能借

味生活。

景西湖，充分利用了环境优势。

LEED - CS 金级预认证项目

>> 自然的保护
黄泥川版块注重保护发展区域的地形和地貌，限定开发建设在已有人工改造的范围，不
开发坡度大于 25％的山地，不改变地表植被；保留水库水源的自然排水通道；并沿排水

低碳公园 12,059M2

通道设置绿化隔离带，以形成该社区内绿色景观走廊……这些开发策略都是意图将开发
已经认证单体项目 56,420 M

2

正在认证单体项目 114,53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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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侵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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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从未停歇

1997-2013

瑞安房地产获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颁发的“企业社会责任最佳案例奖”

2011

瑞安房地产获香港绿色企业大奖 2011“优越环保管理奖—金奖（企业）”
佛山岭南天地总体规划获 LEED- ND( 邻里开发 )2009 版第二阶段金级评级（预认证），为全球首个 LEED- ND 2009
版通过预认证项目

1997

瑞安集团在上海太平桥地区开始打造以步行为主的多功能国际社区，开创改造传统建筑并合理利用的发展理

重庆天地项目总体规划获 LEED- ND( 邻里开发 )2009 版第二阶段金级评级（预认证）

念 , 同时瑞虹新城也开始发展。

重庆天地 B3 地块“新天地”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认证

2003

重庆天地 B12 地块商场及办公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创智天地开始发展，将大学校区、社区和科技园区进行结合，整合各“区”的核心优势，摒弃各有弱点，创造

重庆天地 B12-3 地块和 B12-4 地块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了一个瑞安的新型“知识社区”

武汉天地 A4 地块“新天地”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认证

2004

武汉天地 A5 地块“企业天地”办公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武汉天地开始发展，完善了瑞安整体多功能健康社区的开发理念

创智天地项目办公室获 LEED-CI（商业室内装修）金级认证

2005

杭州西湖天地二期设计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白金级预认证

2006

瑞安房地产颁布《可持续发展政策》，成立可持续发展专责小组及绿色办公室

大连天地 D14 地块“金翘楼”及“金贞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瑞虹新城 4 号地块“铭庭”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二星级认证”
创智天地 5 号、7- 7 号、7- 9 号地块获“上海市杨浦区节能减排示范项目”称号

2012
2007

瑞安房地产制定并宣布可持续发展目标

公司加入香港环保促进会，该会牵头制定《香港环保采购约章》，瑞安房地产成为 11 位创章成员之一

瑞虹新城项目总体规划获 LEED- ND( 邻里开发 )2009 版第二阶段金级评级（预认证），为华东区首个获该阶段认证的
项目

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部 - 瑞安广场 26 楼获 LEED- CI（商业室内装修）银级认证

2008

武汉天地 A1/2/3 号地块裙房商业获 BREEAM 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的中期评估并获 BREEAM －＂ Very Good ＂评级

佛山岭南天地项目总体规划获美国建筑师协会香港分会颁发的“城市设计优质奖 2008”
佛山岭南天地项目总体规划获美国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建筑与城市设计行业的最高奖项—“美国建筑师协会—区

创智天地 5- 5/5- 7/5- 8 号地块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认证

域及都市设计荣誉奖”

瑞虹新城 6 号地块“璟庭”和 4 号地块“铭庭”分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颁发的《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
AA 级性能认定

2009

大连天地 D22 地块“金杨楼”及“金枫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银级认证

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部 - 瑞安广场 25 楼获 LEED- CI（商业室内装修）银级认证

虹桥天地 D17 地块“1#,2#,3# 展示办公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武汉天地项目总体规划获 LEED- ND( 邻里开发 ) 试用版第二阶段金级评级 ( 预认证 )，成为中国地区第一个通

虹桥天地 D19 地块“5# 展示办公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银级预认证

过这一级别评定的商业开发项目

瑞安房地产举办主题为“绿色社区，文化传承”—2012 瑞安房地产可持续发展论坛

太平桥 “企业天地 II 期”126 地块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2010

瑞安房地产获香港绿色企业大奖 2010 － 环保办公室管理白金奖
瑞安房地产获香港绿色企业大奖 2010 － 明智环保采购白金奖
创智天地广场 II 期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银级预认证
重庆天地 B11 地块一期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大连天地 D22 地块“金杨楼”及“金枫楼”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太平桥 “企业天地 II 期”127 地块获 LEED- CS（建筑主体与外壳）金级预认证
瑞虹新城 4 号地块“铭庭”，创智天地创智坊 7- 7 和 7- 9 号地块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二星级认证”
创智天地创智坊 7-7、7- 9 号地块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 AAA 住宅性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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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虹桥天地 D17 地块“1#,2#,3# 展示办公楼”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评价标识三星级认证”
虹桥天地 D17 地块“新天地”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三星级认证”
虹桥天地 D17 地块酒店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二星级认证”
武汉天地 B20 地块“武汉天地中央会所”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三星级认证”
上海太平桥“企业天地 II 期”126 号地块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三星级认证”，是全国第一个按照“绿
色超高层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进行评价并获标识的项目
瑞虹新城 6 号地块“璟庭”获“中国绿色建筑评价设计标识二星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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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 --绿色健康社区先锋
瑞安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
所有大型总体规划项目获得 LEED- ND 认证
所有新建商业项目获得 LEED 或中国绿色建筑认证
所有新建公寓住宅项目获得中国绿色建筑认证
所有住宅公寓均提供精装修交付单元
所有正常营运的持有物业单位面积碳排放 2011 年至 2016 年降低 20%
所有新建持有的商业项目均提供能耗监测系统

CO2

243,119

碳排放量测算 : 基于「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核证计算，瑞安房
地产 2012 年较 2011 年单位面积碳排放量降低了 6.07%。相当于种植
243,119 棵树。

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 333 号瑞安广场 26 楼 200021
+86 21 6386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