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国家政策﹕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a.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违规占用

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造林的，不予核实造林面积，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正在违规占用耕

地绿化造林的要立即停止； 

b.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地建房等。巩固“大棚房”

问题清理整治成果，强化农业设施用地监管。加强耕地利用情况监测，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

设及时预警，构建常态化监管机制；以及 

c. 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凡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以及不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

的建设项目，不予批准用地。各地区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审批。对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目、临时用地等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的，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限期恢复原种植条件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15/content_5543645.htm 

 

2.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生态环境部、司法部、财政部等 11 个部门于 2020 年 9 月 3 日联合发布上述《意见》。主要内容

包括： 

a. 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对拟提起索赔的案件线索及时开展调查。经过调查发现符合索

赔启动情形的，报本部门或机构负责人同意后，开展索赔。索赔工作情况应当向赔偿权利人报

告； 

b. 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在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后可以同时告知相关人民法院和

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在 10 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

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关部门接到告知后，应当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对接相关工作；以

及 

c. 对生态环境损害可以修复的案件，要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15/content_5543645.htm


 

态环境进行修复。对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案件，赔偿义务人缴纳赔偿金后，可由赔偿权利

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根据国家和本地区相关规定，统筹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替代修复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11_797978.html 

 

广东省政策﹕ 

3. 《关于印发广东省 5G 基站和数据中心总体布局规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a. 到 2022 年底，上架率达到 65%以上，规划建设在用折合标准机架数累计约 47 万个。到 

2025 年底，上架率达到 75%以上，规划建设在用折合标准机架数累计约 100 万个； 

b. 三大电信运营企业负责建设全省直达通信链路，保障数据中心低时延、高频宽需要。以广州为

起点，建立汕头、韶关、梅州、惠州（惠东、龙门县）、汕尾、湛江、肇庆（广宁、德庆、封

开、怀集县）、清远、云浮 9 个数据中心集聚区的直达通信链路，频宽不低于 1000Gbps，

到省级骨干节点时延不超过 10ms； 

c. 以“华南数谷”为重要载体，主要承载广州、韶关数据中心第二、三类业务。引进大数据龙头

和骨干企业，发展大资料交易平台、电子商务、大数据终端制造等产业，培育发展数据中心衍

生服务、大湾区数据外包服务、呼叫中心等产业，形成以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数字产业为核心

的集聚区；以及 

d. 以“湾区智谷”为载体，主要承载惠州、东莞数据中心第二、三类业务，依托惠东白花镇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惠州）数据产业园，建设惠州数据中心集聚区。发挥惠州制造业发展基础，发

展信息技术服务、应用类互联网服务、配套硬体制造等“两软一硬”产业，打造数字产业生态

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gdii.gd.gov.cn/zcgh3227/content/post_3026281.html 

 

4.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招商引资奖励暂行办法》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印发上述《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5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14 日。主要内容包括： 

a. 产业培育支持分为经营支持与外资奖励两类； 

b. 申请经营支持的企业，应符合依法设立，注册地、主要经营地、税收缴纳地在前海；不在深圳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11_797978.html
http://gdii.gd.gov.cn/zcgh3227/content/post_3026281.html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及深圳信用网、前海公共信用网公示的“黑

榜”名单内； 

c. 经营支持的对象分为 AAAA 类、AAA 类、AA 类、A 类等四类企业，但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

发或高尔夫球场开发经营的企业除外。当中，在上海、深圳、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

坡证券交易所主板或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属于前海 AAAA 类企业，由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设立的持牌金融机构或港澳持牌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金融科技公司属于前海 A 类企业；以及 

d. 明确产业引进奖励，申请与审核，监督管理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sz.gov.cn/zfgb/2020/gb1166/content/post_8092697.html 

 

5. 《汕尾市“明珠数谷”大数据产业园发展规划》 

汕尾市政府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发布上述《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a. 总体目标是：到 2022 年底，完成园区一期数据中心及基础配套建设，初步形成以数据中心、

大数据预处理、大数据服务为主体的产业体系，园区建设初具规模，拉动投资 138 亿，直接

产值达到 165 亿元； 

b. “明珠数谷”以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和海丰生态科技城为起步区，形成总规划面积约为 2,000

亩的“双核两带多点”空间布局。实施引链强链工程，加快产业链联动培育引进。实施用数赋

智工程，挖掘融合衍生大数据市场潜力。推动珠宝、服装、建材等汕尾特色传统行业制造业由

“生产制造”转向“协同制造”； 

c. 数据中心产业作为汕尾市大数据产业的核心和先导产业，将以发展超大规模绿色云数据中心为

主要方向，打造两个高水平数据中心产业集聚基地，汇聚算力资源，构建超级算力和存储平

台，汇聚区域大数据资源，打造粤港澳大数据战略储备腹地；以及 

d. 为加快产业链联动培育引进，汕尾市将以数据中心为依托，引入一批数据中心设计公司、硬体

设备制造商、软体服务开发商、云服务商和应用厂商等，助力完善汕尾数据产业链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shanwei.gov.cn/shanwei/zmhd/hygq/xwfb/content/post_629019.html 

 

6. 《清远市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扶优计划》 

清远市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发布上述《扶优计划》，自 2020 年 9 月 6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5 日。主要内容包括： 

http://www.sz.gov.cn/zfgb/2020/gb1166/content/post_8092697.html
http://www.shanwei.gov.cn/shanwei/zmhd/hygq/xwfb/content/post_629019.html


 

a. 在清远市全市范围遴选出不超过 60 家企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试点企业； 

b.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上或对清远市地方经济贡献额前 60 强的，按照其当年对清远市

地方经济贡献额的 15%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c. 支持企业绿色制造。对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的试点企

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 50 万元。对开展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并通过市级组织完工评价的重点用

能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以及 

d. 清远市政府对在境内上市的清远企业给予总额人民币 800 万元的奖励，并分两个阶段进行兑

现：企业已聘请了券商、会计师、律师等上市中介机构，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辅导，并经

广东证监局验收合格后，奖励 300 万元。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企业上市档并完成新股发行

后，奖励 500 万元；市政府对境外上市且将 60%以上的上市募集资金在清远市内投资的企

业，给予总额 300 万元的奖励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dqy.gov.cn/gdqy/newxxgk/fgwj/gfxwj/content/post_1229902.html 

 

测量相关新闻﹕ 

7. 北京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加码、不放松” 

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发布的《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0）》（以下简

称《白皮书》）指出，2020 年北京市将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坚持房地

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持续规范和发展租赁市场，继续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更

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提高行业监管服务水平，营造依法合规经营、竞争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

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今年北京将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重调控精细化，做好根据形势发展预

调微调的政策储备。”….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09/t20200918_247270.html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社》 2020.09.18 记者 王松才 

 

8. 3000 万平方米！深圳装配式建筑总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 

http://www.gdqy.gov.cn/gdqy/newxxgk/fgwj/gfxwj/content/post_1229902.html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09/t20200918_247270.html


 

截至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开工的装配式建筑面积 57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近 100%，占新开工项

目建设总面积的 30.7%，装配式建筑总建设规模达 3000 万平方米，居全国前列。这是深晚记者

在 9 月 17 日举行的第三届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国际（深圳）高峰论坛暨精品展会上了解到的消

息….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09/t20200918_247272.html 

来源：《深圳晚报》 2020.09.18 记者 杜婷 

 

9. 江门：老旧小区改造惠及 6 万多户 

9月 14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江门市召开 2020年全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暨居住社

区建设补短板工作会议，会议当天，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以及各地级市、县（市）具体负责人组成的观摩团实地考察了江门市新会区北门社

区、江海区富横社区、蓬江区启明里、育德社区等改造项目。江门的老旧小区改造充分考察了各

小区的实际情况和周边资源，做到了因地制宜、各具特色，获得与会人员点赞…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09/t20200918_247274.html 

来源：《广州日报》 2020.09.18 记者 黄文生 

 

10. 我国发布 2020 版 30 米全球地表覆盖数据并向联合国捐赠 

为推动利用地理信息监测全球地表变化，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部在多年努

力和技术创新基础上，组织制作了 2020 版 30 米全球地表覆盖数据。2020 年 9 月 15 日，在联

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自然资源部向社会发布 2020 版 30 米全球地表覆盖数据，自然资源部部

长陆昊向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代表的联合国捐赠数据。这是继 2014 年向联合国捐赠数据以来，

中国再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新地理信息公共产品….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16_2558037.html 

来源：自然资源部 

  

11. 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测绘业务特点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09/t20200918_247272.html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09/t20200918_247274.html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表明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综合性主要体

现在 3 个方面内容：对各类自然资源要素进行管理；对各类自然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管理；

对作用于自然资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上的人类各种开发、利用、保护活动及其后果进行管理。从

地理学理论来说，自然要素、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相关的人类开发利用活动结果构

成国土空间。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管理实际上是国土空间管理（或国土空间治理）…..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17_255830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陈常松 

 

12. 自然资源陆地遥感卫星实现跨越发展 

9 月 10 日~11 日，由中国测绘学会卫星遥感应用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遥感影像

应用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卫星遥感应用年会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军、王桥

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中国测绘学会、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德清

县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记者在会上获悉，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自然资源陆地遥感卫星

实现了跨越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尺度、多载荷要素观测、业务化稳定运行的卫星对地观测体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17_255830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王瑜 刘晓 

 

13. 自然资源卫星遥感应用开新局育新机 

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如何摸清自然资源家底、及时掌握动态变化？对卫星遥感来说，是时

代赋予的新命题。 

  

依托光学、高光谱、雷达等在轨陆地卫星协同组网观测，我国遥感调查监测能力大幅度提升。从

建设用地拓展为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由数量转变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卫星遥感服务

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确权登记、所有者权益、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修复

和督察执法等自然资源主责主业，同时支撑国家重大专项工程建设。一年多来，自然资源卫星遥

感应用实现了良好的开局，破题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监管…..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17_2558301.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17_2558301.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21_255904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杨旋 

 

14. 2020 年 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8454亿元，同比增长 4.6%， 增速比 1—7 月份提高 1.2个百

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65454 亿元，增长 5.3%，增速提高 1.2 个百分点…..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bwdt/202009/t20200916_2558050.html 

来源：统计局网站 

 

15. 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通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2020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自然

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局长吴宏耀、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负责人周荣峰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炜介绍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19_2558935.html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16. “零散”失管老旧小区如何实现物业管理覆盖 

失管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一直是物业治理中的难点，设备设施不健全，居民物业缴费意识差等问题

较为突出。随着《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施行，构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框架下的物业管理体系

的工作理念，给这些物业老大难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今天，我们就来看北京市东直门街道如何

积极探索在党建引领下，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框架，破解中东街 36 号楼的管理难题吧…..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ecpmi.org.cn/NewsInfo.aspx?NewsID=11094 

 

17.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探讨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房屋的“养老金”，是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

http://www.mnr.gov.cn/dt/bwdt/202009/t20200916_2558050.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19_2558935.html
http://www.ecpmi.org.cn/NewsInfo.aspx?NewsID=11094


 

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是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构建和谐社会，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明确了维修资金管理制度，

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ecpmi.org.cn/NewsInfo.aspx?NewsID=11091 

原载于《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第 8期 

 

18. 解读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技术逻辑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全面指导和规范各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工程”）实施，推动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指南》明确，

“山水工程”实施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坚持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据悉，2016 年~2018 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财

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共同组织实施了 3 批 25 个“山水工程”试点。《指南》在

总结试点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生态保护修复先进理念与相关标准、案例

经验，广纳各方建议，经过多轮编制修改完善。《指南》既适用于中央财政支持的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也适用于地方自行开展的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旨在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9544.jhtml  

来源：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 范树印 

 

http://www.ecpmi.org.cn/NewsInfo.aspx?NewsID=11091
http://www.cacp.org.cn/ghqy/9544.j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