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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深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深圳

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万科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东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诚则成

第三方物业服务评估有限公司、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政、黄中伟、曹阳、张建平、黄志刚、叶国基、曾碧静、孙萌萌、王西山、

冯道伟、马贵成、李林珂、黄秀华、高瑾、许路、孟保义、何楠。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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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业管理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物业管理的总则、基本架构及管理制度、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辖区内的绿色物业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6664-1996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T 24001-ISO14001 环境管理系统 应用指南规范 

GB/T 24915-2010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 

GB/T 50378-201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141-2015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CJ/T 164-201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标准 

SZDB/Z 152-2015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标准 

SZDB/Z 153-2015 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操作规程 

SZDB/Z 173-2016 物业绿化养护管理规范 

SZDB/Z 287-2018 物业管理基础术语 

SJG 47-201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SZJG 31-2010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绿色物业管理 green property management 

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在保证物业管理和服务质量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技术改造和

行为引导，有效降低各类物业运行能耗， 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致力构建节能低碳生活社区

的物业管理活动。 

3.2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的统称。 

3.3  

空气源热泵 air source heat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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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逆卡诺原理，以极少的电能，吸收空气中大量的低温热能，通过压缩机的压缩变为高温热能

来制取热水的技术。 

3.4  

电梯有源能量回馈器装置 elevator active energy feedback unit 

将电梯运行中的部分动能转换为电能，回馈至电梯供电系统的装置。 

3.5  

蓄冷空调 cool storage air-conditioning 

是指在夜间电力低谷时段开启制冷机系统，将冷量储存在蓄冷设备内，而在白天电力高峰时段再将

所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以减少高峰用电时段电力负荷的空调。 

3.6  

合同能源管理 contract energy management 

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合同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

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3.7  

冷凝水 condensation water 

水蒸汽受冷后凝结而成的水。 

3.8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 waste 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海水等。 

前款所称再生水，是指污水经处理后，达到规定水质标准、满足一定使用要求的非饮用水。 

3.9  

厨余垃圾 kitchen waste 

居民在家庭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易腐性垃圾，包括剩菜剩饭、过期食品、蛋壳、菜梆菜叶、茶叶渣等。 

3.10  

餐厨垃圾 restaurant waste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过期食品和废弃食用油

脂。 

前款所称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是指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手段，向消费者提

供食品的生产经营单位，包括餐馆、小食店、快餐店、食堂及提供食品消费的商场、超市等。前款所称

废弃食用油脂，是指餐厨垃圾中的油脂、油水混合物和经油水分离器、隔油池等分离处理后产生的油脂。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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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玻璃 insulating glass 

两片平板玻璃中间充以干燥空气,四周用有机胶粘剂胶结等方法密封而制成的玻璃构件。 

3.12  

二次污染物 secondary pollutant 

排入环境中的一次污染物在物理、化学因素或生物的作用下发生变化，或与环境中的其他物质发生

反应所形成的物理、化学性状与一次污染物不同的新污染物。 

3.13  

分项计量 itemized metering 

对建筑的机电系统安装分类、分项能耗计量仪表，从而得到建筑物的总能源消耗量和不同能源种类、

不同功能系统分项消耗量。 

3.14  

缓释肥料 slow available fertilizers 

其含有养分的化合物在土壤中释放速度缓慢或者养分释放速度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以供作物持

续吸收利用的一种肥料。又称缓效肥料或控释肥料。 

3.15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光干扰或过量的光辐射（含可见光、紫外和红外光辐射）对人、生态环境和天文观测等造成的负面

影响的总称。 

4 总则 

4.1 绿色物业管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服务标准规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统一。 

4.2 新建建筑在规划、设计和施工阶段，应充分考虑绿色物业管理的要求；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可通过

对既有物业的高耗能设备设施实施节能技术等绿色化改造，为绿色物业管理提供基础条件。 

4.3 物业服务企业需运用 ISO14001 等管理体系，将绿色物业管理有关内容分解到管理体系目标之中，

使绿色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4.4 通过对不同类型物业能耗特点、水平和规律的把握，物业服务企业应在政策、技术、投融资方式、

市场服务模式、宣传推广等方面，因地制宜地推行绿色物业管理新模式、新方法，创新绿色物业管理制

度。 

4.5 发展和推广适合绿色物业管理的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动绿色物业

管理的技术进步。 

4.6 通过有关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垃圾分类减量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普及，引

导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树立和培养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并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绿

色物业管理活动，共建低碳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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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要求 

5.1 组织管理 

5.1.1 物业项目应建立绿色物业管理的管理体系，根据物业项目用能及环境现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与目标。 

5.1.2 物业项目应指定绿色物业管理的专责工作人员和监督人员。 

5.2 规划管理 

5.2.1 绿色物业管理应覆盖物业项目全寿命周期，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寿命周期物业的特点，编制

物业项目的绿色物业管理工作方案，明确物业项目节能和环保的重点对象及内容、目标。 

5.2.2 绿色物业管理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节能措施； 

b) 节水措施； 

c) 垃圾分类管理措施； 

d) 环境绿化措施； 

e) 污染防治措施。 

5.2.3 绿色物业管理方案应设定以下目标： 

a) 量化目标。包括全年能耗量、单位面积能耗量、单位服务产品能耗量等绝对值目标；系统 

效率、节能率等相对值目标。以及重点耗能设备（照明、电梯、空调、水泵、锅炉等）分 

项目标，如全年空调耗电量、单位面积空调耗电量等。 

b) 财务目标。包括资源成本降低的百分比、节能减排和环保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以及实现节 

能减排项目的经费上限等。 

c) 时间目标。设置完成目标的期限和时间节点。 

d) 外部目标。特指和国内、国际或行业内某一评价标准进行对比，在同业中的排序位置等。 

5.2.4 物业项目绿色物业管理的具体内容应根据绿色物业管理目标进行分解，按照 5.2.2 所述五项技

术措施设定。 

5.3 实施管理 

依照物业项目的绿色物业管理工作方案，针对其不同时期的用能情况和环境特点，实行全面控制。

即在项目的早期介入、承接查验、入住装修管理、日常管理等阶段全过程中实施全员工、全客户、全过

程、全方位控制， 大限度覆盖软件和硬件两个层面及所有要素。  

5.4 评价管理 

5.4.1 进行绿色物业管理评价前，绿色物业管理监督人员应先对照本文件的技术要求，结合物业项目

特点，对绿色物业管理的效果及采用的模式、方法、设备、技术等进行自评。自评后可向第三方评估机

构申请评价。 

5.4.2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组织若干专家成立绿色物业管理专家评估小组，根据绿色物业管理评价标准

中的各项指标内容，对物业项目绿色物业管理工作方案、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并对下一

步绿色物业管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5.5 培训宣传管理 

5.5.1 定期对物业项目工作人员进行绿色物业管理教育培训，增强绿色物业管理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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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结合物业项目的类型特点和不同时点，项目工作人员应及时开展多形式、多渠道、有针对性的

绿色物业管理宣传，为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相关专业资讯，引导广大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主动支持和参

与绿色物业管理，共同营造低碳、绿色，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5.5.3 定期向业主和使用人征集绿色物业管理的方案建议，提高业主、使用人参与绿色物业管理的积

极性。 

6 技术要求 

6.1 节能 

6.1.1 管理节能 

6.1.1.1 通过分类计量表计，对电力、天然气、生物质能、热力等能源消耗进行分类计量；并且定时

统计重点能耗系统（如电梯、水泵、照明、中央空调系统等）的用电参数，及时分析和比较，制定合理

有效的节能目标。 

6.1.1.2 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在物业项目中建立能源管理系统（EMS，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将物业的电力、天然气、生物质能、热力等能源用量进行分类计量，并对用能信息进行集中处理，从而

实现物业设备设施用能的 优化， 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6.1.1.3 加强能源统计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认真做好能源消耗的原始记录、建立能源基础和历史数据的存储和统计资料档案，建立 

能耗台账；  

b) 制成各种形式的统计报表和曲线图； 

c) 分析能耗的使用趋势，进行能耗的纵向和横向比较。 

6.1.1.4 加强能源消耗定额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制定合理的设备运行方案，特别是三大能耗系统（中央空调系统、供水设备系统、公共照明 

系统）的运行方案，合理安排、科学调度、严格执行。 

b) 严格执行巡回检查制度。在办公及公共场所通过文字提示和安装感应开关，做到人走灯灭， 

检查不再使用的电器设备电源是否关闭。 

c) 根据天气变化和业主需求，及时调整路灯、中央空调系统等公共用电设备设施的启停。 

6.1.1.5 建立节能激励机制。如奖金激励、目标激励、赏识激励和惩罚激励等。 

6.1.1.6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降低设备运行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业主或物业服务企业可委托专业节能服务机构进行节能诊断、设计、融资、改造和运行管理。 

6.1.2 技术节能 

6.1.2.1 优先采购列入国家节能产品目录或者政府采购名录和环境标志的产品，不得采购列入国家发

布的《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用能产品、设备。 

6.1.2.2 可在大型的公共建筑、写字楼安装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能源消耗情况，分析发现管

理节能的空间。按照 GB/T 16664-1996 的要求，定期完成变压器负载系数、线损率、功率因数等供配电

系统节能监测项目。 

6.1.2.3 对既有建筑进行维修改造之时，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施工、调试、竣工验

收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在节能改造之时，应当进行能源审计和投资收益分析，明确节能指标，并在节

能改造后采用计量方式对节能指标进行考核和综合评价。 

6.1.2.4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依据所在地域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采用以下可再生能源技术： 

a) 空气源热泵技术。使用空气源热泵技术结合太阳能光热技术提供生活、生产用热水。 

b) 家庭式太阳能热水器和集中式太阳能集热系统。用以供应生活、生产用热水。 



SZDB/Z 325-2018 

6 

c) 光伏发电装置。使用太阳能电池装置提供路灯、庭院灯、地下停车场等照明灯具和标识灯箱 

的电力，以及解决部分园林水泵电力。 

d) 使用光传导装置提供停车场和楼道厅堂的日间照明。 

e) 利用风能资源。可使用小型风力发电装置提供电力补充。 

6.1.2.5 在物业项目中可采用以下节能技术： 

a) 采用变频变流量调节技术，根据实际所需冷(热)量控制中央空调系统冷(热)量的输出，使输 

送能耗随流量的增减而增减。 

b) 采用蓄冷空调技术，配合错峰用电政策，降低空调系统运行能耗及成本。 

c) 采用冷凝水循环技术，将用户端风机的热交换盘管所产生的冷凝水通过回收管路重新泵入冷 

却塔水循环管路，温度较低的冷凝水可有效降低冷却塔水的温度，从而降低冷却塔热交换机 

功率，减少电耗、节约水资源。 

d) 采用冷水机组水冷管壳式冷凝器胶球自动在线清洗装置。使冷水机组冷凝器内壁始终处于洁 

净状态，端差（冷媒的冷凝温度与冷却水的出水温度差）接近新机值，降低冷水机组冷凝温 

度，保证冷水机组的运行效率始终接近新机，节约能源，减少化学水处理药剂使用量，保护 

环境。 

e) 其他的节能技术可参考《绿色物业管理参考推荐产品目录》《绿色建筑新产品新技术推 

荐目录》《广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推荐目录》《公共机构绿色节能节水技术产品目录》。 

6.1.2.6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使用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进行供水。 

6.1.3 行为引导 

6.1.3.1 在业主装修时，引导业主尽可能采用节能环保的方式对房屋进行装修，避免破环性和重复性

装修。 

6.1.3.2 提醒业主使用节能灯具和节能家电。 

6.2 节水管理 

6.2.1 水循环利用 

6.2.1.1 应设置空调冷凝水收集系统和雨水集蓄回用设施，用来收集冷凝水和雨水，主要用于绿化灌

溉、道路及车库地面冲洗、垃圾间冲洗、冲厕所等用途。 

6.2.1.2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建立再生水回用处理系统，收集较洁净的污水（如洗澡水、游泳池水等），

经过污水处理程序后形成达标的再生水，用来弥补冷凝水和雨水的不足。 

6.2.1.3 在有集中热水供应的物业项目应采取设置回流装置等措施收集因水温不足而废弃的冷水。 

6.2.1.4 非传统水源不足的物业项目可向周边购买再生水替代部分洁净水。 

6.2.2 用水设施 

6.2.2.1 运用新型的管道材料，如铝塑复合管、钢塑复合管、不锈钢管等代替易损坏的铸铁水管及镀

锌钢管产品。 

6.2.2.2 物业共有部位可使用感应式水龙头、感应冲水系统等节水用具。 

6.2.2.3 物业项目的景观用水可利用非传统水源代替洁净水，并且可通过限定开放时间以达到节水目

的。 

6.2.2.4 在日常的管道设施等维护过程中应对输水管道、阀门及各类附件进行监测和定期检查，及时

发现问题并进行维修、保养，尽量减少跑冒滴漏等现象。 

6.2.2.5 给水系统应无超压流出现象，且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得小于用水器具的 低工作压力。如给水

系统出现超压流出现象，可对给水系统合理分区或采用减压阀、减压孔板或节流塞等措施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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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行为引导 

6.2.3.1 引导业主安装和使用节水马桶、节水龙头、节水花洒等节水器具。 

6.2.3.2 引导业主对日常生活用水进行多重利用，提高用水效率。 

6.3 垃圾分类管理 

6.3.1 管理要点 

6.3.1.1 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依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确定

物业项目的生活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并按照 SZDB/Z 152-2015 的要求配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收

集点和分类收集站等垃圾分类设备设施。 

6.3.1.2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垃圾集中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和场所建设应当具备密闭、节能、防臭、

防渗、防尘、防噪声等防控措施，并及时清洁维护或更新，防止二次污染物的产生。 

6.3.1.3 建立生活垃圾收运信息管理台帐制度，做好各类生活垃圾收运数据的统计工作，并按主管部

门要求定期报送全部生活垃圾收运数据。 

6.3.1.4 对从事垃圾分类的督导人员应进行专业培训，了解垃圾分类专业知识。 

6.3.1.5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通过引入科技手段和采用高效管理方法 ，实现对垃圾分类更精细化地管

理。 

6.3.2 技术要点 

6.3.2.1 废纸（使用过的饮料纸盒、纸巾、厕纸等除外）、废塑料、废玻璃、废弃织物、废金属、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应按照 SZDB/Z 153-2015 的要求投放至可回收收集容器。废电池、废灯管、弃置药品及

药具、废弃日用化学用品及其容器应按照 SZDB/Z 153-2015 的要求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6.3.2.2 尘土、烟头、塑料袋（膜）、使用过的纸巾、破碎灯管、饭盒、筷子、纸尿裤、贝壳、坚果

壳、破损花盆等其他垃圾应袋装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3.2.3 物业管理区域内应设置大件垃圾、年花年桔临时堆放场所，并按规定定期处置大件垃圾、年

花年桔。 

6.3.2.4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通过生物处理方式处理厨余垃圾和绿化垃圾。在处理的过程中，应严格

控制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并妥善处置生物处理产生的污水和残渣。 

6.3.2.5 宜采用压缩式方式收集和运输生活垃圾，逐步提高生活垃圾机械化收运水平。 

6.3.3 行为引导 

6.3.3.1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标志明确且符合 SZDB/Z 152-2015 的规定。 

6.3.3.2 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公共宣传栏等显著位置公示生活垃圾投放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 

6.3.3.3 宜组建垃圾分类督导员（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按照要求分类投放垃圾，

使其养成正确的垃圾分类处理习惯。 

6.3.3.4 定期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并按政府要求组织开展“资源回收日”活动。 

6.3.3.5 引导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在生产生活中，尽量采购能够重复使用的商品，使用再生纸及其制品，

使用环保可降解的垃圾袋，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餐盒、筷子、水杯等用品；引导就餐人在各类餐饮服

务单位（如食堂）就餐时，避免浪费，减少餐厨垃圾。 

6.3.3.6 对餐饮业经营者或批量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未将餐厨垃圾利用而直接排放的行为，应予以制

止，或向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6.4 环境绿化 

6.4.1 绿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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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在项目早期介入时，应对物业项目的绿化规划提出建议。 

6.4.1.2 对项目绿化设施进行改造，优先考虑下沉式绿化，并在地面停车场、道路广场铺设透水铺装。 

6.4.1.3 应按照 SZDB/Z 173-2016 的要求收集物业管理区域内绿化植物的完整资料，包括植物的种类、

数量、习性、特征，了解土壤的成份，以制定科学的绿化管养方案。 

6.4.1.4 应加强监管，确保绿地内无堆物、堆料、搭棚，树干上无钉拴刻画等现象，绿地内无停放自

行车、机动车，没有在草地上随意踩踏等进行损害花草树木的行为。 

6.4.1.5 应加强对绿化设施的维护，设施如有损坏，要及时修补或更换。对人为破坏设施的行为要加

以制止。 

6.4.1.6 有条件的物业项目可利用自身特点，在屋顶和墙壁上实施立体绿化，增加绿化面积。 

6.4.2 绿化养护 

6.4.2.1 干枯枝叶应及时剪除，避免脱落造成意外伤害。剪口要平，不能留有树钉。 

6.4.2.2 紧靠窗户或阳台的树木应及时修剪，满足住户对通风、采光、日照的需求。 

6.4.2.3 绿化灌溉宜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6.4.2.4 以生态肥为主，合理施肥，平衡土壤中各种矿质营养元素，保持土壤肥力和合理结构。保护

圆木卫生，不施用散发臭味的肥料。 

6.4.2.5 应采取以下措施开展病虫害防治： 

a) 生物防治。宜采用生物防治，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应保护和利用害虫的天敌，创造有利于其 

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 

b) 物理防治。可采用饵料诱杀、灯光诱杀、人工捕捉、挖蛹或虫、采摘卵块虫包、刷除虫或卵、 

刺杀蛀干害虫、摘除病叶病梢、刮除病斑、结合修剪剪除病虫枝等方法。 

c) 化学防治。应选用高效、低毒、无污染、对害虫天敌较安全的药剂。药物、用量及对环境污 

染影响，要符合 SZDB/Z 173-2016 的要求。 

6.4.2.6 人为原因在绿地踩出的路面，如因设计欠缺导致人行不便的，可在踩出的路面上铺设石块，

形成园林路，既方便业主，又美化环境。  

6.4.3 行为引导 

6.4.3.1 在绿地内安装警示标识，提示业主、住户注意安全，爱护绿化植物和绿化设施。  

6.4.3.2 可定期组织业主、住户参加种树、浇水、除草等活动，增强业主、住户爱护绿化的意识。 

6.5 污染防治 

6.5.1 管理要点 

6.5.1.1 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和制定管理规约时，应写入物业管理区域内污染防治相关内容。  

6.5.1.2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进行环境情况评估，对重大环境因素进行识别并制定相应管理方案。 

6.5.1.3 设置专人对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估，定期对物业管理区域内重大环境因素进行识别并制定相应

管理方案。 

6.5.1.4 与具备相应资质的公司签订固体废弃物收集、清运协议，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固体废弃物进行

规范管理。 

6.5.1.5 掌握物业项目附近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地下污水管道的系统规划。 

6.5.2 技术要点 

6.5.2.1 应采取以下措施开展水污染防治： 

a) 要求业主在装修施工过程中不要将污水与雨水、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道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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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次供水设施的蓄水池口应加盖加锁，上面不得堆放杂物、栽种花草、晾晒衣物，水池周围 

不准堆放有毒有害物品、修建厕所、饲养禽畜等，并要对二次供水的蓄水池定期的清洗、消 

毒、检测，建立健全清洗、消毒档案，保证水质符合 GB 5749-2006 的规定。 

c) 在物业项目开发阶段，开发建设单位应设计和使用污水与雨水、空调冷凝水分流系统。 

6.5.2.2 应采用以下措施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a) 物业管理区域内建筑施工与装修垃圾应进行集中堆放，并采取经常洒水、篷布覆盖等措施防 

止尘土飞扬。 

b) 定期对中央空调冷却水系统、管网进行清洗。 

c)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餐饮场所进行管理，餐厅排放的油烟废气要通过吸油过滤后方可排放，禁 

止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d) 在维修、养护中央空调过程中，规范操作，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泄漏。 

6.5.2.3 应采取以下措施开展噪音污染防治： 

a) 及时制止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设立产生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项目。 

b)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休闲娱乐场所开放时间进行控制，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放时间进行。 

c) 加强交通噪音的防治和停车场的管理，合理设置各类交通、提醒标识，合理规划停车位，在 

停车场的周围建立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减少噪音对工作、生活区域的影响。 

d) 限制物业管理区域内施工使用的机械和施工的时间和周期，以减少噪音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 

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6.5.2.4 应采取以下措施开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a) 对各种固废垃圾及时进行清运，防止垃圾飞散与腐坏变质造成气体和液体污染。 

b) 垃圾在外运的途中应采取有效地密闭和覆盖措施，避免洒落在地面上，形成二次污染物对环 

境造成污染。 

c) 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经浓缩、脱水后应及时外运，禁止在小区内堆放，避免污水散发出 

的异味及有害气体对环境造成污染。 

6.5.2.5 采取以下措施开展光污染防治： 

a) 对于业主可自行安装太阳能设施的物业项目（如别墅），应建立太阳能的安装审批、监督制 

度，合理规划太阳能设备的安装位置，保证安装后不会由于反光问题影响其他物业使用人正 

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b) 对商业物业的灯箱广告招牌，应按照《深圳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保 

证灯箱开启时的亮度，不会影响他人正常的学习和休息。 

c) 物业管理区域内宜少用或不用大功率的射灯和霓虹灯。 

d) 受周边已建成的建筑物玻璃幕墙定向反射光影响的，应建议其业主在玻璃上张贴反射膜，以 

降低反射光的影响。 

6.5.3 行为引导 

6.5.3.1 加强对项目工作人员的正规操作教育和环境意识培训，提高其污染防治控制的意识和能力。  

6.5.3.2 引导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减少土建方面的施工，在装修审批时要引导业主采用环保方案和使

用环保材料。 

6.5.3.3 引导业主选择石材与建筑陶瓷产品时，使用低辐射产品，必要时可向经销商索要产品放射性

检测报告。 

6.5.3.4 引导临街的业主装修时要注意使用封闭的门窗，以降低外界噪声所造成的影响，并节约能源。 

6.5.3.5 在业主在装修完成后，应提醒业主开窗通风一段时间后再入住，以保证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和

新家具散发出的有害气体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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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6 秩序维护员应及时提醒车主在车辆停稳后熄火，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车位靠近住宅门窗时，

应要求车主车头向里，车尾向外停放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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