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国家政策﹕ 

1. 《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联合发布上述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a. 2020 年度遴选范围包括钢铁、铁合金、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平板玻璃、

原油加工、乙烯、合成氨、甲醇、烧碱、电石和焦化 14 个行业； 

b. 申请能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包括年能源消费量超过一万吨标准煤的独立法

人单位；单位产品能耗达到能耗限额国家标准先进值；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

止、淘汰目录的落后用能设备和产品；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事故或产品质

量违法行为，且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以及 

c. 列明企业申请、初审、复审和发布内容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8117456/content.

html  

 

2.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 

为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加快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和新型

建筑工业化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就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发布通知，目标在政府采

购工程中推广可循环可利用建材、高强度高耐久建材、绿色部品部件、绿色装饰装修材料、

节水节能建材等绿色建材产品，积极应用装配式、智能化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方式，鼓

励建成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到 2022 年，基本形成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

标准，政策措施体系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工程建筑品质得到提升，绿色消费和

绿色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增强： 

a. 试点对象和时间 

i. 试点城市。试点城市为南京市、杭州市、绍兴市、湖州市、青岛市、佛山市。鼓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8117456/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8117456/content.html


 

励其他地区按照本通知要求，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ii. 试点项目。医院、学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

住房等新建政府采购工程。鼓励试点地区将使用财政性资金实施的其他新建工程

项目纳入试点范围。 

iii. 试点期限。试点时间为 2 年，相关工程项目原则上应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竣工。

对于较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可适当延长试点时间。 

b. 试点内容 

i. 形成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ii. 加强工程设计管理。 

iii. 落实绿色建材采购要求。 

iv. 探索开展绿色建材批量集中采购。 

v. 严格工程施工和验收管理。 

vi. 加强对绿色采购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 

c. 土地所有者依法征收土地，并向土地使用者支付土地及其相关有形动产、不动产补偿

费的行为，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印发）

第一条第（三十七）项规定的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的情形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0/t20201021_247662.html 

 

广东省政策﹕ 

3.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发布上述《公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委托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8007号土地房产交易大厦（以下简称交易大厦）3楼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T201-

0118 宗地（代码为 440305201001GB00069）的使用权。公告期自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起至 2020 年 11 月 9日止，挂牌期自 2020 年 11月 10日起至 2020年 11月 19日 15时

止。主要内容包括： 

a. 该宗地竞得人可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依法设立一家一级全资子公司，并签订

《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办理本宗地土地使用权变更至该全资子公司的手续。该全资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0/t20201021_247662.html


 

子公司的股权在土地使用全年期内不得变更。本宗地办公物业自竞得之日起土地使用

全年期内（40 年）不得转让，40 年全年期自持。本宗地的商业限整体转让； 

b. 该宗地要求配建 2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办公物业，产权归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以及 

c. 申请人主体资格要求:该宗地须独立申请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竞买申请人须为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金融法人机构；竞买申请人注册地须在前海合作区；

竞买申请人未依据深圳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相关法规获取过深圳市内用地且未曾获得

设有产业准入条件且享受地价优惠的深圳市内商业或办公用地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ggzy.sz.gov.cn/cn/jyxx/tdky/tdky_zbgg/content/post_8187646.html 

 

4.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香港工程建设领域专业人士执业备案管理办法》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印发上述《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

施,有效期 5 年。主要内容包括： 

a. 本办法适用于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专业人士注册管理局注册且仍在注册有效期内

的专业人士(以下简称“专业人士”)在前海合作区的备案、执业及相关管理活动； 

b. 专业人士在前海合作区执业,应当在前海管理局申请备案。申请备案的专业人士应当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专业人士注册管理局注册且仍在注册有效期内； 

c. 专业人士的备案有效期为五年,备案期满前 90 日内可申请续期。专业人士的备案信息

资料若发生变更(含注销 ),应当在发生变更后 90 日内办理变更备案； 

d. 取得备案证书的专业人士在备案有效期内可以在前海合作区内执业,其执业范围应当

与其在前海管理局备案的业务范围相同； 

e. 专业人士在港澳地区的相关工程业绩和经验,视同于内地相关工程业绩和经验；以及 

f. 专业人士未经备案执业,或者超越备案范围或期限执业的,由前海管理局通报深圳市、

区住房和建设局,由其对专业人士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处罚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8137885.html 

 

5.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香港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机构执业备案管理办法》 

http://ggzy.sz.gov.cn/cn/jyxx/tdky/tdky_zbgg/content/post_8187646.html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8137885.html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印发上述《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

施,有效期 5 年。主要内容包括： 

a. 本办法适用于在香港取得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资质的专业机构(以下简称“专业机构”)

在前海合作区的备案、执业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b. 专业机构在前海合作区直接提供建筑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等相关执业服

务(法律、法规暂不允许的除外)的,应当在前海管理局申请备案； 

c. 申请备案的专业机构应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公布的认可名册中,且仍在有

效期内;同时有不少于 3 名经前海管理局备案的专业人士,且备案仍在有效期内； 

d. 专业机构备案有效期与其在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公布的认可名册中的有效期一致,且

最长不超过五年, 备案期满前 90 日内应申请续期。专业机构的备案条件若发生变更

(含注销),应当在发生变更后 90 日内办理变更备案； 

e. 专业机构在港澳地区相关工程业绩和经验视同于内地相关工程业绩和经验,满足内地

招标人标准要求的,内地招标人应当予以认可；以及 

f. 本规定所称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认可名册,是指发展局公布的《香港建筑及有关顾问

公司遴选委员顾问公司名单》、《香港工程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顾问公司名

单》、《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册(认可承建商名册)》、以及《认可公共工程物料

供应商及专门承造商名册(供应商及专门承造商名册)》的最新版本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8137661.html 

 

测量相关新闻﹕ 

6.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成就显着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三五”时期，全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砥砺奋进，推动住房和城乡

建设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gfxwj/content/post_8137661.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010/t20201023_247686.html  

来源：《人民日报》 2020.10.23 

 

7.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召开座谈会 部署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

提升试点工作 

10 月 22 日，财政部国库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联合召开座谈会，对政府采

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0/t20201023_24768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0.23 刘苏 

 

8. 重庆出台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2022 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将达

70% 

10 月 19 日，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发

改委、市经信委等十部门日前联合制定了《重庆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重点

实施 8 大专项工作，积极探索住宅全装修交房，确保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有效推进。我市

将力争到 2022 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70%，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

筑占新建建筑比例不低于 20%……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10/t20201021_247660.html 

来源：《重庆日报》 2020.10.21 记者 廖雪梅 

  

9. 自然资源部通报 35 个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 

10月 20日，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发生的 35个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

案例。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010/t20201023_24768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0/t20201023_247680.html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10/t20201021_247660.html


 

据介绍，自 7 月 3 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以来，各地及时进行传达、部署，并采取多种形式，对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下

发的《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

地的通知》等进行了持续、广泛宣传，提高了社会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但从各地上报

情况看，新增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行为仍时有发生，新增违法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止

住…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0/t20201021_2571244.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0-21 作者：薛亮 陈琛 

 

 

10.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坚持“促发展、保安全” 

我国将在确保国家地理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地理信息资源，满足自动驾驶等

新业态需求…..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0/t20201026_2574272.html 

来源：新华社      2020-10-26 作者：王立彬 

 

11. 9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略有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 2020 年 9 月份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2020 年 9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各地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7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

场价格涨幅略有回落。针对这一现象，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做出解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2/14584.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10-22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0/t20201021_2571244.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0/t20201026_257427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2/14584.html


 

 

12. 第一建闻｜住宅转型进入“绿时代”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成为新风尚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推进绿色城镇人居

环境升级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更是行业升级的必由之路。2020 年是“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与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目标。10 月 23 日，第 11 届中国人居环境高峰论坛在重庆涪陵区开

幕。本次论坛邀请政府部门、行业主管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媒体等多方主体代表齐

聚一堂，围绕会议主题“绿色生活，城市向美—可持续的健康人居环境”展开交流探讨，

据悉论坛还将发布我国首次面向居住者开展的《2020 全国绿色宜居住区质量与建筑品质

满意度研究》成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6/1470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0-26 作者：王立达 

 

13. 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与鲜明特征 

10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

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

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 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

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我国改革

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深圳在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基本形成了

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要素市场体系，为全国提供了经验和借鉴。40 年来，深圳经济特区

最成功的经验和鲜明的特征是什么…..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0/1452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0-20 作者：蔡继明 郭万达 

 

14.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北京篇 

北京是国内较早推广装配式建筑的城市之一，2017年 9月被列为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示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6/1470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0/14522.html


 

范城市后，在发展装配式建筑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截至目前，

北京已有 28家企业被列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涵盖设计、生产、施工、科研等各

个领域。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冯可梁曾表示，装配式建筑是未来发展方

向，企业要加强与上下游企业更紧密地结合，夯实产业化基地竞争力，特别是在北京市

抗震节能农宅建设中，形成更高标准的系统农宅解决方案，为北京市美丽农村建设做出

贡献…..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7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0-21 作者：高洋洋 

 

15.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深圳篇 

40 年来，深圳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

丽篇章。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市建设行业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2017 年，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时，深圳市就榜上有名且为广东省唯一入

选城市。总体来看，在经历了 2002 年至 2009 年起步摸索阶段、2009 年至 2014 年加

速发展阶段、2014 年至今扩面提质阶段后，支撑深圳市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

建成、标准体系逐步完善、项目建设陆续铺开、产业配套日益成熟、人才队伍初具规模，

在全国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7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0-21 作者：程小红 

 

16. 城市脑梗 当前城市大脑面临的困境 

2020年，城市大脑已经成为前沿科技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重点，有近 500个城市宣布开展

城市大脑计划。面对不断升温的城市大脑领域，数百家科技企业进入到泛城市大脑的建

设领域，数百亿元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大脑的建设中。从研究的角度看，城市大脑的发展

还存在若干重要问题值得关注…..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7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7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6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0-21 作者：刘 锋 吕本富 

 

17.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万碧玉：让中国标准引领世界潮流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正处于火热的实践阶段，这也是加快标准化建设的有利时机和关键

时期。标准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工作，我国在智慧城市标准化方面取得了诸多成

就，积极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在国际标准建设中发挥作用，为国际标准发展作出

了中国贡献…..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7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0-21 

 

18. 《民法典》物权编与物业管理 

以《民法典》的实施为契机，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民法典》，推动物业管理的法治化、

规范化，是当前物业管理行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是物业管理的法

律基础，《民法典》物权编则是讨论物业服务合同和物业管理相关侵权等问题的前提…..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2/1461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0-22 作者：赵中华 

 

19. 物业服务企业要建立数据驱动的物业服务体系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给物业服务

行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个人依附于组织，组织依附于产业，产业附着于产业分工，

产业分工附着于国家战略。只要是国家战略发生调整变化，依附于上面的产业和企业都

会随之变化…..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2/1461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6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1/1457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2/1461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22/1461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0-22 作者：程 鹏 

 

20. 数说住建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迎分行业对外承包工程走势、经济计行、建筑业新订单指数…..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19/144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0-19 

 

 

21. 从信息化向智能化迈进 ——人工智能在自然资源系统的应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

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近年来，鲜明的“大数据”时代特征和不断增长的“信息

流”，正推动着自然资源科技与人工智能迅速接轨，并逐渐应用于地质调查填图、矿产

资源预测、遥感影像解译、地质灾害防治、自动驾驶地图等方面。那么，当前自然资源

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还存在哪些问题，其发展又有着怎样的趋势与方向呢…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022_128488.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0-22 作者：周飞飞 

 

22. 让闲置土地“动”起来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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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意见》）发布，要求系统梳理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城市空闲地、边角地、公园绿

地、城市路桥附属用地、厂房、建筑屋顶等空间资源，以及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化娱乐、

养老、教育、商业等其他设施资源，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非体育用

地、非体育建筑目录或指引。《意见》为运动场馆和设施建设“在哪儿建”开出具体

“处方”。如何多渠道盘活存量、扩展增量，合理利用城市拆迁开发后留下的废旧厂房、

“金角银边”拓展城市基层社区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如何创新性探索让更多闲置

土地变废为宝“动”起来，让闲置地成为全民健身的“热土”，需要相关部门切切实实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0/19/14492.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022_128488.shtml


 

地动脑筋、想办法…..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pinglun/20201027_128600.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0-27 作者：张金萍 

 

23. 北斗定位 2.0 版来了！普通人手机可用，全免费！ 

1.0 版解决快的问题，2.0 版解决又快又准的问题，是 1.0 基础上的一个巨大升级！ 

 

10 月 14 日，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峰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下简称“信通

院”）发布了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平台，将民用应用的手机定位精度提高到 1.2 米。信

通院研究员刘旭解释，“我们用开车导航时，手机经常分不清在主路还是辅路，这是因

为传统定位精度不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6939 

来源：科技日报       2020-10-19 作者：张爽 

 

24.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日前表示，提高住宅健康性能与建筑能效水平，推进社区人

居环境建设和整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

与幸福生活的向往，将是未来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主基调…..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2751.html 

来源： 新华财经北京    2020-10-26 记者 侯雪静 

 

  

http://www.iziran.net/pinglun/20201027_128600.shtml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6939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2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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