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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相关技术是目前建筑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方向，通过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性能，被动优先，主动优

化，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降低建筑的能耗。发展超低能耗（近

零能耗）建筑是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

经济的必然要求；是节约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环节；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势必引领下一步建筑节能的发展，以

及新一代绿色建筑技术的提升。 

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了《绿色生活创建行动

总体方案》，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列为创建内容之一，《方案》指出，

加强技术创新和集成应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新型

绿色建造方式，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积极引导超低能耗建筑

建设。 

蚌埠市作为皖北中心城市和淮河流域中心城市，率先开展超

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规划编制等工作，在省内乃至全国将起

到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本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可以实现超

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领域及相关领域绿色发展，带动薄膜太

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发展，培育专业化工程咨询、设

计、工程总承包、建筑及部品生产、相关认证等企业，有利于绿

色建材产品推广，有利于建筑节能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发展，

逐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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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

强化规划统筹管控，突出薄膜太阳能产业优势，推进科技创新驱

动，全面推动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高质量发展，形成建设领

域绿色发展新局面。 

三、规划原则 

区域协同、科学规划。统一规划城六区的超低能耗建筑布局。

做好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并充分考虑配

套设施的建设方案，落实好以民生为根本的原则，将超低耗建筑

建成城市亮点和名片，挑选示范工程供社会各届汲取经验。 

协调发展、产业支撑。统一分析考虑光伏发电产业、建筑建

材产业、建筑节能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落实协调发展的原则，树

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战略目标相协调、相衔接，全面落实绿

色、低碳、节能、高效的发展理念。 

适度超前、有序推进。提升建筑节能指标，有序推进超低能

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适度提升指标体系，合理制定中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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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超前规划远期布局，加强产业配套，促进动能转换。积极培

育专业化工程咨询与设计、工程总承包、建筑及产品认证和建材

企业。积极发展绿色建材，推进新型墙体和高性能门窗的应用。

推动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加强预制构件形式和工法工艺等技术

研发，加强薄膜太阳能发电产品和系统的研究，结合目前广泛讨

论的太阳能光伏光热系统的应用，给出蚌埠市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建筑能耗指标的相关要求，促进蚌埠市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四、规划期限及范围 

根据蚌埠市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资源条件、建筑产业现状

以及能源发展形势，本规划以 2019 年为规划基准年，制定近期

规划目标和远期规划目标，全面部署蚌埠市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的发展和新能源应用转型布局的工作。 

近期规划年限：2020 年至 2025 年； 

远期规划年限：2026 年至 2035 年。 

规划范围为蚌埠市市辖区，包括 4 个行政区（淮上区、禹会

区、蚌山区和龙子湖区）、2 个功能区（高新区和经开区），总计

969.39 平方公里。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三县城区参照本规划

要求开展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建设。 

五、总体目标 

将绿色理念全面融入蚌埠市超低能耗建筑发展中，以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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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生态宜居为宗旨，通过创新引领、产业支撑，着力实现“双

领先、一名片”的规划目标。“双领先”指建设国内领先的超低

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规模，国内领先的建筑薄膜光伏应用示范；

“一名片”指力争将蚌埠市打造为国家级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示范城市，并以此作为蚌埠市的名片，引领我国超低能耗建

筑产业的健康发展。通过实施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发展建

筑薄膜光伏应用，近期（2020~2025年）全市可实现年新增节能

量11.47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0.05万吨。 

（一）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 

综合考虑蚌埠市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发展现状、“十三

五”期间超低能耗建筑规划目标，合理确定蚌埠市超低能耗与近

零能耗建筑发展目标。 

近期（2020~2025 年），蚌埠市将加大超低能耗建筑推广力

度，新建建筑中超低能耗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5%以上，估算实施

约 204 万平方米。陆续开展近零能耗建筑试点示范，累计实施

10 万平方米，加快推进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相关产业发展。 

远期（2026~2035 年），蚌埠市将持续加快超低能耗和近零

能耗建筑推进工作，累计实施超低能耗建筑 500 万平方米，近零

能耗建筑 30 万平方米。 

（二）建筑薄膜光伏应用 

近期（2020~2025 年），蚌埠市将加大建筑薄膜光伏系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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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力度，通过新建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普及、既有居住建筑与公

共建筑改造、新建工业建筑与既有工业建筑改造应用，规划安装

建筑薄膜光伏组件面积 189.2 万平方米（按 140W/平方米计装机

容量约 265 MW）。 

远期（2026~2035 年），蚌埠市将持续加快建筑薄膜光伏系

统应用比例，累计安装建筑薄膜光伏组件面积 400 万平方米（按

140W/平方米计装机容量约 560 MW）。 

六、规划分区 

将蚌埠市进行行政管理分区和控制单元划分，为规划目标的

制定提供可分解基础。 

（一）行政管理分区划分 

本次规划按照行政区划划分，将全市划分为 6 个行政管理分

区。 

表 5.1  蚌埠市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规划分区一级编码表 

序号 分区名称 一级编码 

1 龙子湖区 LZH 

2 蚌山区 BS 

3 禹会区 YH 

4 淮上区 HS 

5 高新区 GX 

6 经开区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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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单元划分 

以各区的乡、镇、街道及社区为基本控制单元，全市可分为

34 个基本控制单元。各控制单元二级编码见下表。 

表 5.2  蚌埠市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规划控制单元 

序号 行政区名称 镇、街道名称 控制单元（二级）编码 

1 

龙子湖区 

东风街道 LZH-01 

2 延安街道 LZH-02 

3 治淮街道 LZH-03 

4 东升街道 LZH-04 

5 解放街道 LZH-05 

6 曹山街道 LZH-06 

7 李楼乡 LZH-07 

8 

蚌山区 

天桥街道 BS-01 

9 纬二路街道 BS-02 

10 黄庄街道 BS-03 

11 青年街道 BS-04 

12 宏业村街道 BS-05 

13 雪华乡 BS-06 

14 燕山乡 BS-07 

15 

禹会区 

朝阳街道 YH-01 

16 纬四街道 YH-02 

17 张公山街道 YH-03 

18 大庆街道 YH-04 

19 钓鱼台街道 YH-05 

20 涂山风景区 YH-06 

21 长青乡 YH-07 

22 马城镇 YH-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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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名称 镇、街道名称 控制单元（二级）编码 

23 

淮上区 

小蚌埠镇 HS-01 

24 吴小街镇 HS-02 

25 曹老集镇 HS-03 

26 梅桥镇 HS-04 

27 沫河口镇 HS-05 

28 
高新区 

秦集镇 GX-01 

29 天河科技园 GX-02 

30 

经开区 

胜利街道 JK-01 

31 龙湖新村街道 JK-02 

32 长淮卫镇 JK-03 

33 湖滨社区中心 JK-04 

34 淮河社区中心 JK-05 

（三）重点潜力单元和一般潜力单元划分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依据《蚌埠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年）》中提出的“两主四副”的城市级公共中心、八个城市功能

组团，结合各控制单元已有的开发强度，进一步确定各个控制单

元的进一步建设要求，将其划分为重点潜力单元与一般潜力单

元。 

表 5.3  各一级区域内重点潜力单元 

序号 行政区名称 重点潜力单元范围 重点潜力单元编码 

1 龙子湖区 

京沪高铁以东、东海大道以南、老山路以西、

黄山大道以北区域，主要位于李楼乡（高铁新

区，总规城市功能组团中李楼分区） 

LZH-07 

2 蚌山区 

燕山以东、黄河大道以南、水蚌铁路以西、南

外环以北区域，主要位于燕山乡（城南新区，

总规城市功能组团中姜桥分区） 

BS-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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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名称 重点潜力单元范围 重点潜力单元编码 

3 禹会区 

黑虎山以东、淮河以南、中粮大道以西、东海

大道以北区域，主要位于长青乡（禹会工业园，

总规城市功能组团中禹会分区） 

YH-07 

4 淮上区 

延安北路以东、宁洛高速以南、京沪铁路货运

线以西、淮河以北区域，主要位于吴小街镇（职

教园区，总规城市功能组团中淮上分区） 

HS-02 

5 经开区 

京沪高铁以东、淮河以南、老山路以西、京沪

铁路以北区域，主要位于长淮卫镇 

(总规城市功能组团中长淮卫分区) 

JK-03 

 

七、重点任务 

（一）高质量发展超低能耗建筑 

以“集中连片重点示范”为推进原则，推广超低能耗建筑。

近期（2020~2025 年）蚌埠市新建建筑中，超低能耗建筑面积占

比不低于 5%，估算累计实施约 204 万平方米。各区实施超低能

耗建筑比例与实施面积估算如下表所示。 

表 7.1  各区近期（2020~2025 年）超低能耗建筑规划目标分解 

行政区划 
规划超低能耗建筑面积占新建建

筑面积比例 

估算实施面积 

（万平方米） 

龙子湖区 5% 22 

蚌山区 5% 18 

禹会区 5% 23 

淮上区 5% 26 

高新区 5% 35 

经开区 5% 80 

合计 5%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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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超低能耗建筑推广力度，绿色生态城区内政府投资或

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幼儿园、小学、政府机关）应采用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国有企业投资或商业投资的居住建筑优先采

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市区范围内，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

的公共建筑、保障性质的居住建筑（安置房、公租房）应优先采

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国有企业投资或商业投资的居住建筑鼓励

采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蚌埠市所辖怀远、五河、固镇三县城区

应根据中心城区建设方案与规模自行设定推广目标。 

规划分区中内实施的新建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居住建筑与

公共建筑，参考《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

等标准规定，建议达到以下指标要求： 

表 7.2  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应用指标要求 

指标名称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主要房间室内热湿环境 
夏季：温度宜控制在 26~28℃，相对湿度宜不高于 70%  

冬季：设置供暖的房间温度宜控制在 18~20℃ 

（如设置新风系统）设计新风量 符合 GB 50736 的相关要求 ≧30(m3/h·人) 

建筑能效 

超低能耗建筑 建筑综合节能率≥50% 
建筑能耗综合值 

≤65 kWh/(m2.a) 

近零能耗建筑 建筑综合节能率≥60% 
建筑能耗综合值 

≤55 kWh/(m2.a) 

可再生能源利

用率 

超低能耗建筑 ≥15% — 

近零能耗建筑 ≥15% ≥10% 

建筑薄膜光伏系统应用面积 建筑屋面可安装面积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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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示范零能耗、近零能耗建筑 

综合考虑各区域近期开发建设规模、发展定位、近零能耗建

筑发展基础以及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情况等因素，近期（2020~2025

年），以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保障性质的居住建筑为主，在中

心城区开展近零能耗建筑试点示范，示范面积共计 10 万平方米。 

各区近期（2021~2025 年）近零能耗建筑规划目标分解表见

表 7.3。其中，龙子湖区、高新区、经开区、淮上区为近零能耗

建筑示范的重要区，各区近零能耗建筑规划目标主要由各区重点

潜力控制单元实现。 

表 7.3  各区近期（2020~2025 年）近零能耗建筑规划目标分解 

行政区划 
规划近零能耗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龙子湖区 2 

蚌山区 2 

禹会区 1 

淮上区 1 

高新区 2 

经开区 2 

合计 10 

表 7.4  近零能耗建筑应用指标与实现途径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实现途径及技术路线 

近零能耗居住建筑能耗

综合值（kWh/（m2.a）） 
≤55 kWh/（m2.a） 

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

暖、空调和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

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

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

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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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公共建筑综合

节能率（%） 
≥60% 

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

暖、空调和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

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

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

内环境。 

近零能耗建筑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 
≥15% 

通过应用太阳能光伏、热泵技术，实现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利用。 

（三）推广建筑薄膜光伏系统应用 

近期（2020~2025 年），通过新建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普及、

既有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鼓励改造应用、新建工业建筑与既有工

业建筑改造应用，规划安装建筑薄膜光伏组件 189.2 万平方米（按

140W/平方米计装机容量约 265 MW）。 

（1）新建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 

全市城镇新建居住建筑、地上总建筑面积达到 3000 平方米

及以上或首层占地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同步规

划设计安装薄膜太阳能发电系统。其中：4 层（含 4 层）以下集

中设计应用薄膜太阳能发电组件面积应不少于屋顶面积的 35%；

5-11 层按全部住户数、12 层及以上按 12 层住户数，按照一户不

少于 3 平方米进行计算和集中设计薄膜太阳能组件应用面积；无

玻璃幕墙的公共建筑，设计应用薄膜太阳能发电组件面积不少于

屋顶面积的 35%；有玻璃幕墙的公共建筑，设计应用薄膜太阳能

发电组件面积应不少于屋顶面积的 35%与南、东、西三向幕墙面

积的 30%之和。 

按以上应用量估算，蚌埠市近期（2020~2025 年）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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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建筑应用建筑薄膜光伏系统的总建筑面积约 3986.5 万平方

米（含新建超低能耗与近零能耗建筑），折合薄膜光伏系统组件

安装面积约 119.7 万平方米，按 140W/平方米计算约合装机量

167.6 MW。蚌埠市所辖怀远、五河、固镇三县城区应按照中心

城区建设方案与规模推广应用。 

（2）既有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改造 

既有建筑具备采用薄膜太阳能发电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条件

的能改则改，国家（政府）机关既有办公建筑、政府投资的安置

房、公租房率先进行改造应用。按此估算，近期（2020~2025 年）

蚌埠市中心城区既有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进行建筑薄膜光伏系

统改造涉及建筑面积约 97.2 万平方米，薄膜光伏系统组件安装

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按 140W/平方米计算约合装机量 2.8 MW。 

（3）新建工业建筑与既有工业建筑改造 

引导、鼓励蚌埠市新建工业建筑、既有工业建筑积极采用薄

膜太阳能发电等建筑薄膜光伏系统，工业建筑根据项目用电消纳

等情况，确定设计应用薄膜太阳能发电组件面积。估算近期

（2020~2025年）薄膜太阳能发电组件安装面积约67.5万平方米，

按 140W/平方米计算约合装机量 94.5 MW。 

（四）配套支持超低能耗建筑产业 

结合蚌埠市打造“创新之城、材料之都”工作，集聚、培育

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积极出

台财税政策，对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链相关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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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税收优惠，对使用获得主管部门认定的绿色建材产品和材料给

予政策优惠。 

积极推动蚌埠市建筑设计、施工、运行企业与国内外先进科

研机构、企业、院校、社会组织等交流与合作，利用绿色建筑培

训基地，打造超低能耗建筑专业平台，孵化超低能耗建筑研发、

咨询、设计和服务公司，形成蚌埠市超低能耗建筑发展专业产业

链。 

八、保障措施 

（一）组织机构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

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成员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发展改

革委员会、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等有关

部门主要领导。各区政府依据蚌埠市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

发展专项规划等上位规划，编制区级专项规划，将相关指标体系

细化到控制单元，制定保障措施及实施方案。 

（二）制度机制保障 

推动绿色金融。借鉴相关城市经验，研究绿色债券、绿色信

贷、绿色投资等金融产品和绿色保险等金融服务在绿色城市建

设、超低能耗建筑中的应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流入到建筑绿

色发展中来，利用金融手段克服财政资金约束。从超低能耗、近

零能耗建筑建设的全过程出发，制定激励政策，激发建设超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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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近零能耗建筑的积极性，提高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的市

场需求，发挥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作用，促进超低能耗、近零能

耗建筑高质量发展。 

建立健全考核管理机制。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对规划实

施、示范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提交重点项目建设周调度会

议研究，协调解决、研究确定有关事项。完善考核机制，将各区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和建筑光伏应用发展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 

（三）政策措施保障 

制定合理支持政策。在土地出让环节明确超低能耗、近零能

耗建筑实施要求，在规划环节中明确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指

标要求，探索容积率奖励、公积金奖励、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

在施工环节落实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要求。项目竣工验

收后，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一定比例抽查，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予

以行政处罚。 

优化审批流程。探索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简化商事登记制

度，优化项目审批程序，提供行政事务办理一条龙服务，最大限

度缩短企业办理行政事务时间。 

健全人才支撑政策。为更好的支撑规划实施，加强从业人员

近零能耗建筑应用标准规范、政策法规、相关工程技术知识的培

训，提高设计、施工、管理等相关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培养一

批能实施近零能耗建筑工作全过程的高素质工程人才。同时，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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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现有人才队伍，制定优惠政策，加快引进高技术人才，为近零

能耗建筑技术与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四）标准规范保障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地

方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执行。探索研究制定适应蚌埠当地

环境条件、产业基础的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设计、建筑光伏应

用等工作的技术导则，作为规划贯彻实施依据，将工作规范化、

标准化，保障项目建设实施的质量。 

根据国家、省、市出台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管理办法，建立本

地化第三方评价管理办法。加强对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实施事

中事后监管、信用分类监管，逐步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的市场信用环境。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和协会充实专家库能力建

设，支持技术咨询、科技研发、评审认证工作。 

（五）质量控制保障 

设备质量把控。参照外省市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建

筑光伏企业的企业资质、企业能力、企业认证、产品要求、企业

信誉、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适时建立超低能耗、近

零能耗建材市场相关产品准入制度，根据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对材料和设备性能要求，建立产品材料库，加强产品质量的

动态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 

全过程监管控制。制定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工程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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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明确流程化规定示范项目的管理；示范项目应在方案设

计阶段设计检测方案，预留检测接口，定期进行数据监测；示范

项目完成后，主管单位将组织相关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并组织专

家对项目进行评审。 

建立能耗监测平台。编制项目测评办法，加快建设能耗监测

平台，培训专业测试人员，提高监管能力。与国内权威测评机构

合作，进行蚌埠市超低能耗测评机构的建设。 

建立超低能耗建筑专家库。聘请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专

家，对蚌埠市超低能耗建筑与建筑光伏应用推广进行长期技术指

导和支撑。加强各级工程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资金规范支出等方面

的培训。 

（六）宣传培训保障 

宣传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理念，倡导可持续生活、生产

理念，为试点工程引路。试点工程建成后，认真总结经验，树立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典型，积极推广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项

目。充分利用节能宣传周开展面向市民的绿色建筑宣传活动，提

高市民绿色意识。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加大近零能耗建筑相

关标准、政策以及绿色金融的宣传力度，倡导新型绿色低碳生活

理念和能源消费方式，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九、专项规划术语和解释 

绿色建筑：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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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是近零能耗建筑的初级表现形

式，其室内环境参数与近零能耗建筑相同，能效指标略低于近零

能耗建筑，其建筑能耗水平应较国家建筑节能标准降低 50%以

上。 

近零能耗建筑：适应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被动式技术

手段，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供冷需求，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

与系统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系统运行，以最少的能

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且室内环境参数和能耗指标满足本标

准要求的建筑物。 

零能耗建筑：适应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被动式技术手

段，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供冷需求，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

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建筑物本体及周边或外购的可再生能源，使

可再生能源全年供能大于等于建筑物全年全部用能的建筑。 

性能化设计：以建筑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为性能目标，

利用建筑模拟工具，对设计方案进行逐步优化，最终达到预定性

能目标要求的设计过程。 

建筑能耗综合值：在设定计算条件下，单位面积年供暖、通

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的终端能耗量和可再生能源系

统发电量，利用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后，两者

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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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年耗热量：为满足室内环境参数要求，按照设定计算条

件，计算出的单位套内使用面积年累计消耗的、需由室内供暖设

备供给的热量，单位为 kWh/ (m2·a)。 

供冷年耗冷量：为满足室内环境参数要求，按照设定计算条

件，计算出的单位套内使用面积年累计消耗的、需由室内供冷设

备供给的冷量，单位为 kWh/ (m2·a)。 

一次能源消耗量：单位面积年供暖、空调、照明终端能耗和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产能量，利用一次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

标准煤当量的能耗值。单位为 kWh/ (m2·a)或 kgce/ (m2·a)。 

建筑综合节能率：设计建筑和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的

差值，与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的比值。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

电梯系统中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其能量需求量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