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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和德国DGNB“双认证”申报声明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根据你会《关于开展中国绿色建筑标识和德国DGNB、法国HQE“双认证”评价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我单位决定就 

   项目

申请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和德国DGNB“双认证”。现做如下声明： 

1、我们理解《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建科[2007]206号）、《绿色建筑评价工

作方案（试行）》（城科绿建[2009]4号）等文件的要求，在知悉并了解住建部及地方绿色建筑相

关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尊重并自愿遵守你会组织实施的申报程序； 

2、我们理解提交申报材料的要求，并保证提交材料内容的真实、准确；如有虚假，自愿放

弃参评资格； 

3、申报项目进入评审程序后，未经你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同意，我们不会退出此次评价活

动；如退出，可视为我方自愿放弃参评资格； 

4、如我们无法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包括补充申报材料），我们同意终止此次评价活动； 

5、如申报项目评审通过并获得标识，我们将遵守相关规定使用标识，并自愿接受你会的监

督； 

6、若不符合申报等级要求，我们拟对施工图做修改后再行申报，本次不接受较低等级； 

7、我们未曾就本项目向其他评审机构申报过绿色建筑和德国DGNB“双认证”，或绿色建筑

评价标识、德国DGNB评价证书； 

8、我们愿意在项目实施和运行使用过程中，协助你会开展绿色建筑相关研究工作。 

特此声明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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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基本情况 Project basic information 

项目名称 

Project name 

中文 

ENG 

申报单位 

Applicant 

company 

(institution) 

中文 

ENG 

项目地址 

Project location 

申报标识等级 

Target Award Level 
中国绿色建筑标识 德国 DGNB 

标识 

Identification 

等级 

Level 

项目分类 

Project classification 

项目用途 

Usage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手机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 

2 工程信息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项目进度安排 

Project Schedule 

项目立项日期 

Project start date 

完成施工图日期  

Construction drawings completion date 

开工日期 

Construction start time 

竣工时间 

(Planned) completion data of building 

总投资/万元 

Investment 

单栋建筑数量 

Number of building 

用地面积/万㎡ 

Land area 

建筑面积/万㎡ 

Gross floo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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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申报的技术人员是否经过绿色建筑培训 Are the technicians involved in the 

declaration trained in Assessment standard for green building 

是否是 DGNB 会员 

Is the applicant already a DGNB member 

所在地主管部门 

Local authorities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Dial 

手机 

Telephone 

建设单位 

Development 

Company(institution)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Dial 

手机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 

设计单位 

Design 

Company(institution)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Dial 

手机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 

施工单位 

Construction 

Company(institution)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Dial 

手机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 

物业管理单位 

Building Management 

Company(institution)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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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person Dial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 

 

咨询单位 

Consultant 

Company(institution) 

 

通讯地址 

Address 

 邮编 

Postal code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Dial 

 手机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 

 

 

3 建筑持有单位（如果不是申报单位）Building Owner(if not applicant) 

业主是否是 DGNB 成员？ 

Is the owner already a DGNB member? 

 

项目持有人的类型？ 

Type of owner? 

 

申请人和持有人是否是同一人？ 

Is the applicant the same person as the building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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