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 

 

国家政策﹕ 

1.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印发上述《管理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许可证分为承装、承修、承试三个类别。取得承装类许可

证的，可以从事电力设施的安装活动。取得承修类许可证的，可以从事电力设施的维修活

动。取得承试类许可证的，可以从事电力设施的试验活动；(b) 许可证分为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和五级。取得一级许可证的，可以从事所有电压等级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或

者试验活动；(c) 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合并或分立后新设单位申请许可证的，应当提交申请

表以及合并或分立相关材料；以及(d) 许可证有效期为六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

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表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009/t20200923_1239477.html 

 

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9 月 25 日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 

发展的意见》，以加强对特色小镇发展的顶层设计、激励约束和规范管理。 

《意见》主要内容： 

• 明确七项主要任务，包括准确把握发展定位、聚力发展主导产业、促进产城人文融合、

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完善产业配套设施，以及开展改革探索试验。

在聚力发展主导产业方面，提出错位发展先进制造类特色小镇，信息、科创、金融、

教育、商贸、文化旅游、森林、体育、康养等现代服务类特色小镇，以及农业田园类

特色小镇，打造行业“单项冠军”。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方面，提出以企业投入为主、

以政府有效精准投资为辅，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特色小镇投资运营模式；鼓励有条件

有经验的大中型企业独立或牵头发展特色小镇，实行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带动中小微企业联动发展。在开展改革探索试验方面，提出允许特色小镇稳妥探索综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2009/t20200923_1239477.html


 

合体项目整体立项、子项目灵活布局的可行做法；以及探索投融资机制改革。 

• 明确规范管理四项措施和组织实施两项措施。前者包括实行清单管理、强化底线约束、

加强激励引导，以及及时纠偏纠错；后者涵盖压实地方责任和加强部门指导。在实行

清单管理方面，提出对此前已命名的特色小镇，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可纳入清单，不符

合条件的要及时清理或更名。在强化底线约束方面，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规

划管理，严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单个特色小镇规划面积原则上控制在一至五平方公

里（文化旅游、体育、农业田园类特色小镇规划面积上限可适当提高），保持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合理比例，保持四至范围清晰、空间相对独立等。在加强激励引导方面，

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投资运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支持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用于特色小镇有一定收益的产业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等项目建

设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5/content_5547095.htm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 

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以下简称健身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

要公共服务职能，是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必然要求。为推进健身

设施建设，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

以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二、 完善顶层设计 

三、 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 

四、 提升建设运营水平 

五、 实施群众体育提升行动 

六、 加强组织领导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0/10/content_5550053.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5/content_554709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0/10/content_5550053.htm


 

 

广东省政策﹕ 

4. 《珠海市新型产业用地（M0）地价管理实施细则》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公布上述《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

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主要内容包括： 

a. 新增新型产业用地（M0）可以参照珠海市有关工业用地供应制度规定，实行弹性年期

出让，也可以选择出让、租赁、先租后让或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地，土地使用年限最高

不得超过 40 年；新增新型产业用地（M0+B2）按一宗地整体供地的，土地出让年限

为 40 年；新增配套型住宅用地（R0）土地出让年限为 70 年； 

b. 新增配套型住宅用地（R0）的，土地出让方式、地价评估、供地流程、批后监管和开

发建设等参照二类居住用地（R2）执行，土地出让底价严格落实地价市场评估规定，

集体决策确定；以及 

c. 企业申请利用存量工业、仓储、物流用房改建、扩建、拆建改变用途用于新型产业用

地（M0）项目的，按用地剩余年限新型产业用途的市场评估价扣减用地原用途剩余年

限的市场评估价的差额计收土地价款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gfxwj/bmgfxwj/content/post_2645871.ht

ml 

 

5. 《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a.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公布上述《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五年。主要内容包括：(a) 临时用地一般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公益林，

禁止占用天然林，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用地、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

本农田的，复垦方案通过专家论证能恢复原种植条件的前提下，可依法办理临时用地

审批手续；(b) 临时用地单位向镇街（园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临时用地审

批手续；以及(c) 镇街（园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临时用地申请要件齐全并符合条

件通过审查的，在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通知临时用地单位预存土地复垦（恢复）

费用，支付临时用地补偿费用等。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gfxwj/bmgfxwj/content/post_2645871.html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gfxwj/bmgfxwj/content/post_2645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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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相关新闻﹕ 

6. 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标准印发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修订后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不动产

权证书》（C0203-2020）和《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府服务平台电子证照不动产登记证明》

（C0204-2020）（以下简称《标准》），进一步推进和规范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建设，

支撑“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0/t20201010_2563734.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方黎明 

 

7.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有关准备工作 

为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切实做好试点安排，

确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顺利开展，9 月 27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突出特点，严格把关。为突出试点工作的典型示范效应，各地对目前上报

的试点进行进一步梳理。逐一明确试点区域的主要类型及特点、拟通过试点解决的主要问

题等事项。具体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的集聚提升、城郊

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等村庄类型，根据试点区域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并填表说明。

各类试点应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并且符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实施要点（试行）》相

关要求，确保核心指标可实现，不出现负面清单规定的有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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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30_256327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曹悦妮 

 

8. 看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如何融入发展大局 

或许多数人不曾关注测绘，但测绘成果每天都在默默地为大家提供方便。每一次导航、

每一份外卖、每一单网约车，都基于测绘数据的广泛应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新业态的涌现，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越来越广泛地

融入发展大局、融入百姓起居。基于此，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组建以来，大力推进测绘业

务创新融合，推动测绘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两统一”职责的有机履行、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推进、社会应用服务的有效开展等提供了技术和数据保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0/t20201009_256349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吴强华 彭小云 邱业惠 周昌琪 

 

9. 三问百亩农用地成渣土场 

高高的围墙之内，百亩农田杂草丛生、荒芜破败，还有大量建筑废料深埋地底。据媒体

报道，这块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被一企业以农业设施用地性质承租使用。但多年来，

这块种过玉米、西瓜的农田，当过车场、上盖过平房、盛过渣土，现如今被撂荒，不见

庄稼……  

 

在用地申请上，由于设施农用地能激活农业产业发展，对此国家给予了诸多便利，不需

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也不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占地费用相对较低。种种优惠吸引了

一些用地企业的关注，但也让个别有心之人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以“画饼”方式先

找政府拿地，至于今后发不发展农业再说。尤其是在北京，寸土寸金，有一块地能当停

车场，还能倒渣土，这都是赚钱的行当，可比发展农业来钱来得快….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30_2563272.html


 

http://www.mnr.gov.cn/dt/pl/202010/t20201012_256405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宁晶 

  

10. 全国“三调”工作调度视频会议召开 

9 月 25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工作调度视频会

议，研究部署近期“三调”工作安排，并对开展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和

技术培训。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自然资源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王广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根据全国自然资源工作总体安排和当前“三调”工作实际进度，部党组要求在今年

10 月底前形成“三调”初步数据成果。目前，各地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增量包已全部报全

国三调办开展国家级内业核查，约有一半县级更新调查成果的国家级内业核查意见已完

成并反馈地方，各地正开展核实整改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9_256313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朱彧 薛亮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 

一、 充分认识大型城市雕塑的重要作用 

二、 明确建设管理重点 

三、 完善管理制度机制 

四、 完善政策措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9596.jhtml 

 

12. 贝壳找房发布十一楼市热度报告 西安广州火热 

旅游休闲、探亲访友、充电学习。十一假期，充足时间可以自行安排。当然，居住升级

http://www.mnr.gov.cn/dt/pl/202010/t20201012_2564052.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09/t20200929_2563132.html


 

也是部分人假期中的核心关注。“金九银十”购房置业季，在长假有了哪些新变化？ 

 

10 月 9 日，贝壳找房发布了 2020 年城市“十一”找房热度(二手房市场)，全国多个城

市找房活跃度同比去年均不同程度增长，其中西安、广州、苏州楼市相对火热，经纪人

总带看量同比出现了翻倍增长；而深圳、南京楼市趋冷，总带看量增幅排在 19 个重点城

市最后。…..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19652.html 

来源：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常钦 

 

13. 中国楼市“银十”开局不热 已三年未现国庆交易“黄金周” 

10 月份，多地楼市平稳开局，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冷热不均，但总体而言，市场交易并未

出现爆发式增长。 

 

新房市场表现平淡。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国庆中秋假

期，重点 10 城新房销售面积为 72.86 万平方米，与去年国庆周相比小幅上升 1.6%。不

过，由于今年假期较往年多 1 天，从日均销售面积上看，2020 年重点 10 城日均销售面

积为 9.1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1.1%。日均销售面积为 2015 年以来国庆周的最低值。

分析认为，随着居民对于旅游需求的提升，长假期间购房者更关注出游，对楼市的关注

度减弱，近三年来所谓的国庆楼市黄金周效应已然褪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19650.html 

来源：中新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庞无忌) 

 

14. 9 月建筑业保持高位运行，商务指数连续 3 个月位于景气区间 

近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对 2020 年 9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进行了解读，认为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持续推进，我国经济保持稳定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19652.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19650.html


 

复苏态势，积极变化不断增多。9 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均明显回升，其中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5%、55.9%和 55.1%，

分别比上月上升 0.5、0.7 和 0.6 个百分点，3 月份以来三大指数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上…..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10/1426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15. 140 项政务服务将实现“跨省通办”！这些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实施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 140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给出具体时间表、路线图。 

 

《意见》明确，根据企业、群众需求和业务工作实际，可通过“全程网办”、“异地代

收代办”、“多地联办”等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组合，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其中，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的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出具贷款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事项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跨省

通办”；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购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事

项将于 2021 年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09/14260.html 

来源：中国政府网 

 

16. 2020 年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附各地改造情况进展表）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 2020 年 1-8 月份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10/1426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09/1426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4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17. 《2020 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56%以上租客将长租机构作为首选 

“中国租房市场正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长租机构通过推出品质租住产品与

租住服务、搭建租住产业互联网等方式调节供需配给，为年轻租客群体在城市中带来了

家的归属感，超过 56%的租客将长租机构作为首选，而长租机构业主的平均托管时长也

已近 5 年。”近日自如发布的《2020 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

如此表述…..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8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作者：文 心 

 

18. 北京首批超低能耗公租房交付 

9 月 28 日，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投资、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承建的焦化厂公

租房项目 3 栋高层超低能耗被动房正式交付，其中两栋的高度达到 77.4 米，这是北京市

第一批超低能耗示范项目，也是国内首批一类高层（指住宅建筑高度超过 54 米）超低能

耗建筑…..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5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冯路佳 

 

19. 钢结构建筑：在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过程中大有作为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等 9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鼓励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

结构，积极推进钢结构住宅和农房建设。前不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发布

《关于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也提出，要以超大、特大和大城市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4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8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51.html


 

为重点，大力推广钢结构公共建筑，积极稳妥推进钢结构住宅和农房建设…..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9/29/1414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高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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