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国家政策﹕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技术导则》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部署，指导各地开展

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我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做法，制定了

《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技术导则》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25/content_5546996.htm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能源局 9 月 16 日发布《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

施方案》，以进一步推动生物质发电高质量发展。 

 

《方案》主要内容： 

a. 明确补贴项目条件和纳入当年补贴项目规则。前者罗列四项条件，包括纳入生物质发电国家、

省级专项规划，2020 年 1 月 20 日（含）以后全部机组并网的当年新增生物质发电项目，符

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等要求，配套建设高效治污设施，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所在城市已实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及申报情况属实，并提交所附《2020 年生物质发电

项目中央补贴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没有且承诺不出现弄虚作假、违规掺烧等情况。后者订

明纳入规则和随附的《2020 年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额度测算规则》，提出补贴额度测算仅用

于测算补贴总额，不作为实际补贴资金发放依据。 

b. 明确推动生物质发电有序建设，包括加强规划引导、加强投资监测预警、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

补贴机制、拓展生物质能利用渠道、落实生物质发电支持政策、逐步推动形成生物质发电市场

化运营模式，以及强化项目建设运行监管。在加强规划引导方面，提出需中央补贴的生物质发

电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省级专项规划，未纳入规划的不得核准（审批、备案）。在拓展生物质

能利用渠道方面，提出大力推进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鼓励加快

生物质能非电领域应用，提升项目经济性和产品附加值。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25/content_5546996.htm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9/t20200916_1238868.html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转型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9 月 21 日发布《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转型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

促进建材工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促进建材工

业转方式、调结构、增动力，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计划》主要内容： 

• 明确到 2023 年，建材工业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取得明显突

破，重点领域示范引领和推广应用取得较好成效，全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

升，经营成本、生产效率、服务水平持续改进，推动建材工业全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安全

化，加快迈入先进制造业；同时，列明支撑体系基本完善、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以及推广应用

成效显著等三方面具体目标。 

• 明确三项重点任务，包括建材工业信息化生态体系构建行动，涵盖完善建材两化融合贯标体系、

建立建材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培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构建网络安全分级防护体系；建

材工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行动，涵盖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系统解决方案，以及创

新一批工业互联网场景；以及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推广应用行动，涵盖大力培育智能工厂和数字

矿山、着力推进关键环节典型应用，以及加快提高中小建材企业信息化水平。在形成一批系统

解决方案方面，提出以矿山开采、原料制备、破碎粉磨、窑炉控制、物流仓储、在线检测等关

键环节为重点，提炼形成具有智能感知、自动执行、深度学习、智能决策、密码防护等功能的

智能化、数字化、集成化系统解决方案，促进水泥、玻璃、陶瓷等行业生产方式的自动化、智

能化、无人化变革。 

• 列明四项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强化人才保障，以及营造良好环境。

在加大政策支持方面，提出鼓励产业和金融资本设立建材智能制造数字转型投资基金，重点投

向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软件、5G 通信、工业互联网等在建材领域的创新应用；以及支持

符合条件的建材智能技术装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融资担保政策，申请有关保险补偿和资金支

持。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7/c8089361/conten

t.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9/t20200916_1238868.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7/c8089361/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7/c8089361/content.html


 

 

4. 《关于优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 

生态环境部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印发上述《意见》。主要内容包括： 

a. 通过修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进一步减少环评审

批和备案数量。《名录》未作规定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纳入环评管理。强化环评与排污许可

的衔接，对实施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建设项目，不再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

部分行业，仅将在工业建筑中的新改扩建项目纳入环评管理。相关要求在新《名录》发布实施

后执行； 

b. 加强产业园区（含产业聚集区、工业集中区等）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对位于已完成规划

环评并落实要求的园区，且符合相关生态环境准入要求的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可直接引用规划

环评结论，简化环评内容。探索园区内同一类型小微企业项目打捆开展环评审批，统一提出污

染防治要求，单个项目不再重复开展环评；以及 

c. 持续推进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现行正面清单相关规定在新《名录》发布实施前继续执行。

鼓励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当地小微企业实际情况，在前期改革试点成效评估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细化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实施要求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广东省政策﹕ 

5. 《广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办法（试行）》 

广东省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印发上述《工作办法（试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主要内容

包括： 

a. 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调查与磋商、损害修复监督管理、赔

偿资金管理、信息公开、事件报告； 

b. 省政府、各地级以上市政府是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省内跨地级以上市的生态环境损

害，由省政府管辖；其他生态环境损害，由损害结果发生地地级以上市政府管辖。跨省域的生

态环境损害，由省政府协商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赔偿权利人可指定其所属的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负有相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

的部门或机构，代表赔偿权利人具体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磋商、诉

讼、损害修复监督管理等工作；以及 

c.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是指赔偿权利人或其指定的案件调查部门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就损害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9/t20200923_800016.html


 

实和程度、修复启动时间和期限、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和期限等具体问题与赔偿义务人进行磋

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活动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087778.html 

 

6.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定》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于 2020年 9月 23日发布上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 

a. 以法律服务集聚区为平台，推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仲裁委员会等机构进驻法律服务集聚区，在法律服务领域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及港澳规则的衔接，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 

b. 市司法行政部门、市律师协会应当支持在本市设立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积极探索港澳律

师参照内地律师的险种和标准在内地购买律师执业保险制度，推动在广州市开展香港法律执

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 

c. 审判机关应当完善港澳籍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制度，建立特邀调解员、专家咨询委员共

享名册，选任港澳籍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常态化参与涉港澳案件的审理和调

解工作，推动不同法系之间审判方式的学习与交流；以及 

d.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推行多语种无障碍诉讼服务，提供中英双语和繁简双体诉讼指引。

完善并推广涉港澳案件在线授权见证平台，为港澳籍人士提供便利的法律服务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z.gov.cn/xw/jrgz/content/post_655503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85fN7bj-Uqy7ND8atWR9g 

 

7. 《东莞市五类重点行业污水排放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东莞市水污染治理现场指挥部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印发上述《工作指引（试行）》，当中明确，

对农贸市场、餐饮业、洗（修）车业、美容美发与洗浴、建筑工地等五类重点行业排水户污水排

放不规范行为提出了整改标准。五类重点行业排水户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包括：污废水未经隔油

池、沉淀池直接接入市政污水管道，污废水直接倾倒进入市政雨水管道，临街排水户错混接改造

工程不彻底、遗漏排污点，农贸市场及周边小门面、小摊点污水排放混乱，排水监管不到位、排

水行为不规范。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087778.html
http://www.gz.gov.cn/xw/jrgz/content/post_655503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85fN7bj-Uqy7ND8atWR9g


 

 

原文详情链接﹕ 

http://dgepb.dg.gov.cn/zwgk/gzdt/dzdt/content/post_3325500.html 

 

上海市政策﹕ 

8. 关于以 「 五个重要 」 为统领加快临港新片区建设的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2020 年 8 月 20 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以「五个重要」为统领加快临港新片区建设的行动方

案（ 2020-2022 年）》，提出到 2022 年，临港新片区要初步形成「五个重要」基本框架，初步

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初步体现上海「四大功能」核心承载区的综合优

势，为 2035 年全面建成「五个重要」奠定扎实基础。 

 

《行动方案》亦列出临港新片区 2020-2022 年建设的具体目标，包括：地区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25%，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6,000 亿人民币，进出口总额突破 1,150 亿人民币，洋山港集装箱输

送量超过 2 300 万标箱;在智能汽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培育千亿级产业集

群，新增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机构不少于 1 500 家，引进和培育各类总部型机构不少于 20

家、各类金融及投资机构不少于 200 家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5536.html 

 

测量相关新闻﹕ 

9. 新华国际时评：倡导绿色发展 中国行动展现担当 

日前，中国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发布 2020 版 30 米全球地表覆盖数据并捐赠给联合国，为

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这一捐赠是近年来中国大

力建设生态文明、坚定和全球各方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一个缩影….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2_2559265.html 

来源：新华社     作者：罗国芳 

 

10.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出通知建立全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数据库 

http://dgepb.dg.gov.cn/zwgk/gzdt/dzdt/content/post_3325500.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5536.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2_2559265.html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全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数据库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启动各地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数据填报入库工作。 

 

《通知》指出，今年以来，各地按照新《土地管理法》规定，认真开展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以下简称“区片价”）制定和公布实施工作。为掌握各地征地补偿情况，加强征地监管，自然

资源部建立了全国区片价数据库，并开发了相应的管理系统。9 月 20 日，该管理系统已上线运

行，各地可通过自然资源业务网登录使用….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2_255928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沙玛建峰 刘倩 

 

11. 质检中心技术人员参加国际测量师联合会（FIG）测绘地理信息“一带一路”研讨会 

9 月 16-17 日，国际测量师联合会（FIG）在浙江德清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测绘

标准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中心 3 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会议并做专题报告。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捷克、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

近 200 人参加会议…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27_2562545.html 

来源：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网站 作者：张鹤 

 

12.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启动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

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工作方案，尽快启动开展，力争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规划文本等成

果编制….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5_2562288.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郑雪蕾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2_2559286.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09/t20200927_2562545.html


 

13.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印发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

南》），指导和规范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本轮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指南》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突出体现“多规合一”要求，强调市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引领、底线管控作用，从总体要求、基础工作、主要编制内容、公众参

与和多方协同、审查要求等 5 个方面，提出了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原则性、导向性要

求…..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8_256294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郑雪蕾 

 

14.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24 日，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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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有关情况…..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6851 

来源：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常钦 

 

15. 报告：中国整体住房租赁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最新发布的《2020 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显示，在目前的租住人群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

城市青年已租房 3 年以上，另有超一成的城市青年已租房 5 年以上。预计到 2022 年，中国住房

租赁市场租赁人口将达到 2.4 亿，整体住房租赁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北京房地产中介

行业协会会长李文杰等参加了蓝皮书发布会…..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8_2562943.html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6851


 

原文详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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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新网北京 9 月 24（记者 闫晓虹） 

 

16. 以“三项机制”促能力建设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为进一

步推进上海城市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各行各业今后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物业管理行业

作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行业，如何通过不断提升行业发展的各项能力，更好地助推行业

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城市”建设，

是上海物业人始终关心和思考的核心问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ecpmi.org.cn/NewsInfo.aspx?NewsID=11109 

来源：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网站 文/徐跃明（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 

 

17. 重磅！北京未来 15 年，这样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9 月 27 日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市加快顶层设计，编制《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专项规划》（下称

《专项规划》），确定了“一核、两轴、多板块”的空间布局，擘画了未来 15 年国际交往中心

功能建设的发展蓝图…..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0946&cid=12 

来源：北京日报 

 

18. 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指南 （试行）发布 

2019 年 5 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各区

政府积极响应并开展工作。 

 

根据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制定了《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指南（试行）》，

《指南》明确了责任规划师的基本任务、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各相关方应参照《指南》要求进

行良好与规范的合作，以确保此项制度的可持续性。现将《指南》发布，有问题请及时反馈….. 

http://www.ecpmi.org.cn/NewsInfo.aspx?NewsID=11109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0946&cid=12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hyzs/9549.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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