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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于6月发布的最
新报告，由于弱于预期的投
资、贸易战威胁和需求更加
的不景气，全世界的经济增
长都在放缓。

根据世行的说法，总体的局
面显示出预测者们认为存在
下行风险，2019年增长率放
缓至2.6%，下一年会有微弱
的提升。

各地区情况存在差异，会带
给人们一些安慰。 举例来
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地区的欧佩克产油国有望受
益于石油出口的持续好转局
面。预测者称，这种局面在
未来12个月内可以转化为更
健康的3.2%的增长率。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APAC)
的增长率预计会自二十年前
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跌
落到6%之下。在未来12个月
内，增长预计会从6.3%减缓
至5.9%。 

主要原因就在于全球贸易发

展减速的预期影响及其对该
地区主导经济体中国造成的
影响。中美之间的困局还在
继续，为整体的预测投下了
阴影，困局与贸易赤字以及
美国政府更广泛征收关税的
持续威胁有关。

稍后将在本期《洞察》中更
加详细地探讨这些因素，目
标是让整个亚太地区所有的
建筑和开发从业人员都知
情。

在本期刊物中，我们也会重
点阐释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这个完整议题，包括对于
实现多种政策目标所做的研
究，目的是降低全球对碳基
能源的依赖。主要经济区都
不同程度地亲历了使用可再
生能源与减少碳垃圾的新压
力。为了对日益增长的期望
做出回应，即我们应该应对
气候变化的挑战，行业依赖
的是新工作实践、替代能源
和更强的创新。

全球经济:
贸易战论调
和关税威胁对增长前景
造成影响

http://www.curriebrown.com
mailto:enquiries%40curriebrown.com?subject=


32019 年 6 月 www.curriebrown.com  enquiries@curriebrown.com

《洞察》
全球经济

贸易战论调和关税威胁对
增长前景造成影响

在之前的12个月里，有关中美
之间所谓贸易不平衡的口水战
升级，并已扩大影响，产生了
实际行动，中美都对多种工业
进口商品征收了新关税，并威
胁称如果无法达成和解，将来
会采取更多行动。

经济观察员们将中国增长预测
的下调，以及亚太地区整体的
下调，明确归咎于贸易战的威
胁。

世界银行预测者们指出，他们
的计算结果假定可能影响中国
形势的所有其他因素 — 大宗
商品价格、支持性财政状况
和“政府为了应对外部挑战以
及其他阻力而调整支持性货币
与财政政策的能力”— 没有发
生变化。在2019年内，企业、
政府和包括世行在内的国际组
织都将密切关注中美两国政府
之间的持续交流。

预计中东地区会出现的小幅改
善，体现出包括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以及整个海湾合作委员

会地区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资
本投资复苏。

欧洲和中亚的经济体继续复
苏，由于土耳其的情况强于
预期，因此2019-20年预测的
平均增长率达到2.7%。英国
脱欧的不确定性 — 现在已经
推迟到10月31日，也许会更
晚 — 继续牵制了特别是对英
国和欧盟国家的预期。预计
美国今年的增长会“放缓”至     
2.5%，2020年下滑至1.7%。 
预计欧元区的增长“在2020-
21年会在1.4%上下徘徊，尽管
会有持续的货币政策支持，但
贸易和内需疲软为经济活动造
成了重压”世行如是说。

“更强的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
困和提高生活标准至关重要”
世行行长David Malpass这样
评论道。“当前经济发展态势
依然保持疲弱，与此同时，发
展中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提高和
投资增长受到抑制，也妨碍这
些国家实现其目标。为了改善

商业环境和吸引投资，这些国

家迫切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

改革。他们也需要将债务管理

和透明度作为高度优先事项，

这样新的债务才会推进增长和

投资。”

世行强调，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政府债务继续“大幅”增

长，逆转了“金融危机之前苦

苦奋斗实现的公债比例削减”

。其警告称，需要在为促进增

长而借贷和避免过度借贷风险

之间取得平衡。 

一名董事Ayhan Kose这样评论

道“在当前的全球低利率和增

长疲软环境中，对于为加强增

长的项目进行融资，更多的政

府借贷可能看似一个有吸引力

的选择。但金融危机的漫长历

史已经反复表明，不能将债务

看做免费的午餐。”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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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现象看，亚太地区似乎
前景惨淡，出口下滑，中美之
间的贸易相关紧张局面仍然在
持续。

世界银行最新的展望提到了这
些因素，它还特别描绘了亚太
地区增长下降的情形，而在过
去二十年间，该地区一直在取
得积极良好的经济成就。

“在全球投资减弱的局势下，
地区贸易骤降，尤其是出口，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这
与持续的中美贸易紧张局面相
关”世界银行6月份报告称。

“出口增长急剧下滑，符合全
球制造、投资和贸易增长放缓
的趋势，”世行补充道。该地
区的前景尤其体现出中国的增
长减速。总体而言，自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是对
中国的增长预测首次跌落到6%
之下。

到目前为止，前景一片黯淡。 
毫无疑问，中美之间的贸易不
确定性，已经让经济学家和依
赖这种关系的企业情绪紧张。 
几个月之前通过谈判提出的一
个明显突破，最终未能成为现
实。自此之后，双方都威胁要
大幅度提高关税。

出现了一些战略性紧缩的迹
象，尤其是在中国方面。贸易
战的前景始终没有吸引力，但
为了通过重要投资计划维持增
长 — 很多计划都与“一带一
路”(BRI)和鼓励区际贸易相
关，中国可能会考虑应该继续
加强其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
系。

随着地区应对增长放缓局面，
中国在寻找新的合作关系

区域经济

潜在的贸易战一直并无
吸引力，但为了维持增
长，中国可能在考虑对
策，应该继续强化其在
亚太地区内部的经济联
系。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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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尽管据报道，去年的“一带一
路”相关支出已经大幅削减，
但中国建筑行业受到敦促，要
致力于重大基础设施支出，以
此通过推动中国及其邻国的经
济活动，担当缓解贸易战影响
的一种手段。 

《中国日报》引用了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的
话，称尽管监控“一带一路”
活动的年度指标微降，它却表
明了未来两到三年基础设施开
发的“良好前景”。

在4月份于北京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中国宣布加快发展经济
与“贸易合作”区的发展。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商
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描述了现有
承诺增长的情景。这些合作区
大都位于亚洲和中东地区，覆
盖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但合
作区也继续延伸，深入非洲，
到达拉丁美洲。由中国学术界
和在中国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发
布的报告预计，到2018年底，
在外国进行的、与合作区相关
的投资已经达到400亿美元，
在参与国家产生了30亿美元的
税收，支持了300,000个工作
机会。

近几个月来，人们密切关注中
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特朗普
总统攻击中国与美国的巨额贸
易顺差，吸引了大多数人的关
注。中国认为其地位是全球化
的结果，这一结果无可避免地
会出现。这是中国经济崛起，
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也
是美国的很多特朗普选民们不
满的根源。

从中国政府，以及很多亚洲邻
国的角度看（他们通过合作关
系的投资、贷款和其他方面受
益），中国宣传“一带一路”
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但由于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呈现出

来的愈发强大的影响力，也引
发了一些不适的感受。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试图禁止中
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下一代
电信基础设施(‘5G’)的开
发，全球范围内都在安装这类
设施。美国已经向英国当局施
压，禁止华为参与英国本国系
统。所谓的“物联网”将依赖
5G技术，包括机器对机器通
讯。中国已经否认系统可能会
被滥用，现已将其针对澳大利
亚禁令的案例提交给世界贸易
组织(WTO)，预计会是一场持
久战。争议代表了东方和西方
世界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局面。

在这些争论纷扰之中，中国的
经济继续高速发展。外国投资
者需要在其国内市场建立业
务，因为它在继续现代化。 
汽车制造商和其他方面视中国
为主要的增长市场。电动车巨
头特斯拉正在上海建造一座大
型工厂。日本电动车制造商
Nidec Corporation正投资1亿
美元，在浙江省东部建造第二
座生产设施，这是为了打入快
速发展的汽车和智能手机市场
所做的一部分努力。

根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说
法，第一个国内高速铁路线项

特斯拉在中国  图片来源：特斯拉

从中国政府，以及很多
亚洲邻国的角度看（他
们通过合作关系的投
资、贷款和其他方面受
益），中国宣传“一带
一路”具有很强的经济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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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使用公私合作关系(PPP)
进行融资，已经筹集了42亿美
元。对于269公里长的杭绍台
高速铁路线，复星集团和浙江
省政府已经完成了与四个贷方
的交易，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交易涵盖30年的公私合作项目
生命周期，建筑将用时四年。 

由意大利建筑集团Salini 
Impregilo领导的合资企业
获得了36亿英镑的合同，要
在Snowy Mountains建造澳
大利亚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Snowy 2.0”项目是澳大利
亚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承诺的一
个重要核心计划。它将通过挖
掘一系列隧道，建造拥有将近
一公里地下抽吸设施的电站，
连接现有的坦坦加拉和塔尔宾
哥大坝。

合资企业合伙人包括澳大利亚
集团Clough（持有35%的股
份）以及Salini的美国子公司
Lane。

澳大利亚新政府有望在十年时
间里承诺推出700亿美元的基
础设施计划，将近一半的资金
会在头四年花费。在近期的选
战中，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投

资是主要的政治议题，观察者
们都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在泰国，交通运输部重启了沙
缴府亚兰区和邻国柬埔寨之间
的现代化铁路线计划。项目旨
在推动旅游和贸易发展。《曼
谷邮报》报道称，泰国政府已
经向柬埔寨政府赠送了一台柴
油机车，以纪念这项交易。

该部的目标是推动今年底通过
大约100亿美元的铁路投资项
目取得进展。它们包括曼谷和
呵叻府之间的高速线路，以及
覆盖孔敬到廊开府167公里路
段的双轨铁路下一期工程和万
湃县到莫拉限府到那空帕侬
府的355公里的延伸线。根据  
《邮报》的报道，今年秋天将
举行曼谷三条红线电动火车的
下一阶段投标。

为了改善铁路系统，柬埔寨也
征求中国的建议。中国铁路建
设公司正在进行效率提升的可
行性研究，两国可能根据“
一带一路”(BRI)计划展开协
商。

新加坡正在考虑未来15年的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地
下交通和通信的进一步发展。 

到2030年，该市人口预计增

长到690万 — 2018年为500
万，1990年为300万。尽管实

施了多种土地开垦计划，项目

的地产开发依然有限。

新加坡城市规划学者、南洋

理工大学的Ian Rowan告诉

Construction Post ，该市的土

地开垦遇到了多重障碍，包括

海洋深度、栖息地丧失、成本

增长以及砂土与其他填充材料

的国际来源途径减少。“下一

步似乎是减少开工建设”他补

充说。

澳大利亚新政府有望在
十年时间里承诺推出
7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计划，将近一半的资金
会在头四年花费。

区域经济

Snowy 2.0  图片来源: Snowy Hy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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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成本 – 2019 年第一季度
建筑面积 平方米 CFA

澳大利亚
（澳元）

中国
（人民币）

城市 墨尔本 悉尼 北京 上海 深圳

写字楼 高层 3,700  -  4,320 4,500  -  5,655 8,500 - 12,000 8,000 - 11,000 7,500 - 10,500

中层 3,500  -  4,140 3,900  -  4,750 7,000 - 8,500 6,500 - 8,000 5,500 - 7,500

低层 3,270  -  3,890 3,470  -  4,020 5,500 - 7,000 5,000 - 6,500 4,500 - 5,500

零售商场 2,345  -  3,280 2,500  -  3,765 7,500 - 12,000 7,000 - 12,000 7,500 - 12,000

住宅 高层 3,425  -  4,175 3,900  -  4,680 5,500 - 7,000 5,000 - 8,000 4,500 - 7,000

中层 3,025  -  3,675 3,545  -  4,075 3,500 - 5,500 4,000 - 5,500 3,500 - 4,500

联排别墅 1,500  -  2,700 1,500  -  2,700 5,000 - 7,500 6,000 - 8,800 5,500 - 8,000

别墅/住房 1,400  -  2,700 1,500  -  3,000 8,000 - 13,000 8,000 - 12,000 8,000 - 12,000

酒店 五星级 4,000  -  5,250 4,900  -  6,000 11,000 - 15,000 11,000 - 15,500 12,000 - 16,000

四星级 3,745  -  4,580 3,900  -  5,250 9,000 - 11,000 8,500 - 11,000 9,000 - 12,000

三星级 3,510  -  4,025 3,750  -  4,300 6,500 - 9,000 6,000 - 8,500 7,000 - 9,000

五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不适用 600 - 800 500 - 650 550 - 700

四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不适用 350 - 600 300 - 500 350 - 550

三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不适用 200 - 350 200 - 300 200 - 350

工业楼房 950  -  1,495 975  -  1,450 3,000 - 4,100 3,500 - 4,500 3,500 - 5,000

数据中心 5,500  -  10,000 5,500  -  10,000 18,000 - 25,000 18,000 - 28,000 20,000 - 30,000

香港
（港元）

日本
（日元）

新加坡
（新元）

泰国
（铢）

城市 香港 东京 新加坡 曼谷

写字楼 高层 24,000  -  33,500 450,000 - 600,000 2,790 - 3,100 32,000 - 37,750

中层 18,000  -  23,000 400,000 - 450,000 2,120 - 2,720 27,000 - 35,200

低层 16,000  -  20,000 300,000 - 400,000 1,710 - 2,020 24,500 - 31,650

零售商场 25,000  -  36,000 不适用 2,930 - 2,020 28,550 - 35,750

住宅 高层 24,500  -  35,000 不适用 2,120 - 4,340 35,000 - 75,000

中层 17,000  -  2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24,500 - 40,000

联排别墅 23,000  -  30,000 不适用 2,520 - 3,130 22,000 - 25,000

别墅/住房 40,000  -  60,000+ 不适用 3,130 - 4,140 26,550 - 38,000

酒店 五星级 36,000  -  45,000 550,000 - 650,000 2,720 - 3,530 55,000 - 80,000

四星级 33,000  -  36,000 450,000 - 550,000 2,320 - 2,820 48,450 - 58,000

三星级 28,000  -  33,000 350,000 - 450,000 2,120 - 2,420 37,250 - 46,950

五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100,000 - 120,000 3,830 - 4,840 11,250 - 18,000

四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80,000 - 100,000 3,230 - 4,040 8,700 - 13,250

三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60,000 - 70,000 3,230 - 3,300 6,650 - 9,000

工业楼房 12,000  -  17,000 120,000  -  180,000 1,110 - 1,970 17,850 - 24,000

数据中心 不适用 1,100,000  -  1,250,000 8,080 - 12,120 100,000 - 175,000

注： 
澳大利亚: 工业楼房设有 PCC 架构，不包括办公室配置。 写字楼价格采用著名CBD标准。   

澳大利亚、中国和新加坡： 成本不包括消费税/增值税。        

数据中心： 取决于千瓦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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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正迅速成为国际议程
中最重要的议题，面临越来越
多的极端天气和对战略变革的
需求，公众在施加压力，要求
开展行动，各国政府都开始对
这种压力予以回应。近期，英
国和爱尔兰公认的“气候危
机”宣言引发关注。

与此同时，各行业都在寻找更
新的方式，以实现其经营活动
的“脱碳”。正如所有新计划
一样，事实证明一些方法要比
另一些更加成功。然而如今出
现了数量越来越多的新发展项
目，实现了非常低或者零营运
碳排放。在澳大利亚，澳大
利亚全国建筑环境评价系统
(NABERS)评级方案正在实
现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逐年递
减，合计超过初始排放量的
40%，同时也表明能源评级和
租金收入之间的正向关联。

运动领导者正变得越来越言辞

激烈，要求给出“零碳”的最
终期限。比如说在英国，气候
变化委员会称整个英国经济体
要到2050年实现这个目标，新
建筑要在2030年或更早实现
这个目标。伟历信在英国开展
的研究表明，有可能实现大约
95%的生命周期碳节省，同时
资本成本仅会增长几个点。 

当然，对于建筑行业的重要投
资项目，各组织正日益推动对
更环保的新方法的需求。在英
国，英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发布
了“净零碳”策略，评论者们
称之为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到
2050年实现新建筑和现有建
筑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的第一
步”。

施工会耗费大量能源，建筑同
样如此。建筑行业如何在施工
流程中减少能源用量？建筑在
其生命周期中如何使用更少的
能源？建筑行业如何接受或采

纳可再生能源，或者真的能这
样做吗？

在中东和亚太地区活跃的经济
体中，建筑行业在诸多方面都
是“绿色思维”的核心。人们
越来越意识到益处，尤其是当
在“完整生命周期”基础上评
估项目时，该评估衡量开发项
目整个周期的经济成本。

举例来说，与仅仅包括资本成
本和年收入承诺的传统测量方
式相比，按照30年或更长的周
期测量学校、医院建筑或高层
公寓大楼的实际成本和环境影
响，得出的成本状况会大不相
同。

对于行业 — 组织、项目经
理、承包商 — 关键在于进行
适当的长期规划。他们的评估
包括建筑流程的所有方面，包
含建筑朝向、材料选择、窗户
配列范围、水资源管理、保
暖、制冷和通风，重点在于能

建筑行业根据新兴低碳目标做出调整

焦点

零碳天地
图片来源: 金门建筑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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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

与此同时，当涉及到碳目标
时，会仔细审查能源。替代能
源不再是可有可无但无法实现
的美好幻想目标。可再生能源
已经步入主流。在很多现代化
经济体中，它们日益成为总燃
料负荷的一大来源，行业增长
速度也快于任何其他类型的能
源。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石油
和天然气生产都会继续存在，
但我们对这些碳基行业的依赖
将在这段时间内下降。在汽车
行业，从内燃机到电力的发展
趋势 — 很多先进经济体未来
二十年的目标 — 将产生巨大
影响。

最开始的时候，碳与非碳的讨
论使煤炭和石油等“旧”能源
感到不安，对包括核能在内
的“新”能源持反对态度。核
能的一大优势就是其较为“洁
净的”资质 — 它的排放为
零，对于在地球大气中激增的
二氧化碳和其他化学品贡献为
零。核能的问题在于其生产成

本非常高，有放射性废料遗
留。尽管它是一项很重要的产
业，输出的能源继续为主要经
济体的活动提供动力，但它
的缺陷意味着我们无法把它作
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来加以
依赖。

所谓的“无穷无尽的能源”— 
太阳能、风能和海浪技术，堪
称理想方案。每一种都提供真
正的承诺，其中一些已经取得
了超越承诺的成就。澳大利
亚、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在对太
阳能发电进行巨大投资，由沙
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各地
的风能和海浪发电都在日益增
长，从实验性方案到完善的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投资。

举例来说，不久之前，主要的
成本问题是建筑公司及其客户
能否节约5%的项目资本支出。 
如今，各组织都认识到整个项
目生命周期的长期节约要高出
很多。经过深思熟虑的资本支
出可以在很多年后产生巨大的
节约，比起提前节约的“权宜

之计”，人们越来越热心地采
纳这种方法。

当它们与建筑运营的环保方法
相结合时，甚至会实现更多的
节省。举例来说，可以使用存
储的雨水冲马桶吗？海滨酒
店可以通过海水产生廉价的电
力，为建筑供暖或制冷吗？在
一些以风大闻名的城市 — 比
如芝加哥或惠灵顿 — 可以最
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吗？ 

在香港，作为减少碳足迹推动
力的一部分，建筑公司正在其
工地办公室使用太阳能电池板
和绿化屋顶。

举例来说，香港和新加坡的领
先企业金门建筑，已经开始在
工地使用太阳能照明和风扇，
利用了当地对可再生电力的关
税激励。公司目前在一个科技
园设施安装了200千瓦的屋面
系统。大致而言，建筑企业的
关键在于更注重能效、效率和
对非工地建造的更高效利用。

组织、建筑师和项目经理正在
采取更加全面的材料使用方

替代能源不再是可有
可无但无法实现的美
好幻想目标。可再生
能源已经步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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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物化能更少，可循环，或
者本身就来自回收利用材料。 

金门建筑总裁何安诚评论道： 
“建筑行业传统上被视为肮
脏、危险和无序的行业。但时
代已经改变。现在，我们的建
筑方式跟如何构建同样重要。" 

“我们所有人必须共同承担未
来的挑战。我们认为，绿色战
略现在就必须延伸进入我们生
活之中。”

过去十年间，绿色建筑的商业
案例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存在
几条明显的原因，包括长期成
本、针对新环境法规的“未来
适用性”以及实现针对组织环
境影响的各种企业或法定目
标。

声誉也变得日益重要。全球的
公司都发现了“走向环保”的
有形和无形价值。除了要遵循
更高的环保标准外，整个建筑
价值链的企业可能发现自己的
企业行为以及建筑资产都在接
受环境影响评估。站在绿色环
保辩论的“正确方”，会获得
真正的公关收益和品牌价值。 

几年之前，美国出版业巨头麦
格劳希尔发现，“走向环保”
的两个最主要原因是客户需求 
(35%) 和市场需求 (33%)。 
这家出版商还发现，在到2023
年的八年间，人们期望全球的
商业建筑所有人和管理人投资
9,600亿美元，通常是用于对现
有基础设施进行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改进。

主要的优先发展领域包括能效
更高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窗
户、照明、卫生洁具和其他关
键领域。 

建筑行业越来越多地依赖统一
的可信标准。LEED评估系统 
— 指“绿色建筑认证能源与环

境设计认证”— 现在是在全球
受到最广泛认可的建筑评级系
统。它提供了健康、高效和节
约成本的绿色建筑的框架，覆
盖165个国家的将近100,000个
项目。

LEED认证是有竞争力的区分
因素。各方面对它的采用正在
逐步扩展，这意味着企业和其
他市场主体已经认可了其标
准。

这证明了在企业社会责任
(CSR)方面，大部分企业将
倾向于 — 甚至支付额外费
用 — 致力于积极社会和环境
影响的公司提供的服务。在亚
太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很有
活力的建筑经济中，这个数字
尤其高。

LEED和其他类似国家标准的
支持者们认为获得了重要的额
外益处，包括更高的效率、更
好的员工满意度和更低的员工
流失率。 

有人可能会说，投机开发商可
能不愿意承受采纳绿色标准所
带来的压力，他们的财务结构
基础更多地放在向市场出售项
目的快速周转上。他们为何要
多此一举？毕竟，到了对能源
使用削减的任何外部需求出现
并影响到建筑使用者时，开发
商多年之前就已抽身退出。但
在这种情况下，当与决定通过
采纳“绿色标准”，保障其投
机开发项目未来适应性的公司
相比时，这对该开发商的市场
声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采用模块化建筑实践，仅凭这
是一种更高效的建筑形式这一
点，就可以减少碳生成，减少
垃圾的产生，加快建筑计划进
度，尽管需要考虑从工厂到工
地的运输因素。 

我们已经看到，在工地计划期

间，以及更加重要的在资产生

命周期内，建筑行业如何能够

成为能源使用削减的领导者。 

随着政府采取措施，朝着增

加“无穷无尽”的能源努力，

在我们的行业采纳该种方法、

设计和规格，有助于同时实现

经济体的碳目标。   

有一点已经越来越不言自明，

即不采用这种方法，会逐渐对

全球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 

伟历信做好充分准备并愿意从

碳和能源的角度协助客户和顾

问同行，协助他们采取正确的

措施，最好地保障其建造资产

的“未来适应性”。

过去十年间，绿色建筑
的商业案例也出现了大
幅增长。存在几条明显
的原因，包括长期成
本、针对新环境法规
的“未来适用性”以及
实现针对组织环境影响
的各种企业或法定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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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历信办事处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61 7 3835 8555

墨尔本

+61 3 9691 0000

悉尼

+61 2 9252 4420

海峡群岛

泽西

+44 1534 720 326

中国

北京

+86 10 6523 1550

长沙

+86 731 8281 2560

成都

+86 28 8200 8618

重庆

+86 23 8672 9088

广州

+86 20 3877 3990

上海

+86 21 6426 3883

沈阳

+86 24 3109 9079

深圳

+86 755 8301 8156

武汉

+86 27 8580 2996

哥伦比亚

波哥大

+571 358 2646

法国

巴黎

+33 173 015 100

香港

香港

+852 2833 1939

印度

班加罗尔

+91 80 4116 2435

金奈

+91 44 4393 1300

海德拉巴

+91 40 6677 8789 

孟买

+91 86 5574 9551

新德里

+91 11 2612 4372

意大利

米兰

+39 0243 001 9335

日本

东京

+81 3 3442 6642

沙特阿拉伯

王国

利雅得

+966 11 494 0049 

墨西哥

墨西哥城

+52 55 52 81 5588 

阿曼

马斯喀特

+968 2439 1947

秘鲁

利马

+510 1758 9740

卡塔尔

多哈

+974 4042 9847

爱尔兰共和国

都柏林

+353 1284 3300 

新加坡

新加坡

+65 6221 7288

西班牙

马德里

+34 91 391 3544

台湾

台北

+886 2 2555 5886 

泰国

曼谷

+66 2 632 6500

阿联酋

阿布扎比

+971 2 671 6265

迪拜

+971 4 295 5198 

英国

阿伯丁

+44 1224 602972 

贝尔法斯特

+44 2890 765 959 

伯明翰

+44 121 647 6220

布里斯托尔

+44 117 926 0785 

剑桥

+44 1223 454 500

加地夫

+44 29 2083 9180

爱丁堡

+44 131 313 7810 

埃克塞特

+44 1392 813 040

格拉斯哥

+44 141 342 2120

海沃兹希思

+44 845 287 8764

利兹

+44 113 244 2069

伦敦

+44 20 7061 9000

曼彻斯特

+44 161 832 9497

密尔顿凯因斯

+44 1908 59 2020

纽卡斯尔

+44 191 223 6621

诺维奇

+44 1603 666 433

普利茅斯

+44 845 287 8475

南安普顿

+44 23 8021 3500

特鲁罗

+44 1872 306 038

美国

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 

+1 602 513 3668

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1 562 221 8847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1 213 793 5297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1 612 263 9793

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

+1 612 263 9793

内华达州 (里诺)

+1 503 916 9915 

新泽西（普林斯顿）

+1 609 759 7000 

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

+1 562 221 8847

纽约（纽约城）

+1 646 460 3791

俄勒冈（波特兰） 
+1 503 567 5028

华盛顿州（塔科马）

+1 253 267 0637

犹他州（盐湖城）

+1 801 877 2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