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广东省政策﹕ 

1. 《东莞港总体规划（2020-2035）》 

东莞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印发上述《总体规划（2020-2035）》。主要内容

包括： 

a. 规划范围主要为东莞市境内沿珠江主航道约 53km 的海岸线、主要支流河口口门段岸

线以及部分内河岸线； 

b. 整个东莞港规划形成四大港区，即麻涌港区、沙田港区、沙角港区和内河港区；加强

东莞港对外客运旅游休闲功能，规划在沙田港区、沙角港区等建 设客船游艇码头； 

c. 各港区规划泊位主要为集装箱泊位，多用途泊位，散、杂货泊位， 客运泊位和液体散

货泊位。东莞港将建成一个综合性的港口，总体给排水、 消防依据上述的情况进行规

划; 

d. 东莞港信息化建设将实行“统筹规划、联合建设、分步实施、资源分享” 的原则，充

分运用市场机制运作，盘活现有存量、稳步推进东莞港信息系 统建设；以及 

e. 在现有水上安全监管系统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安监和航测的设施与装备，增强海上

搜救、海务管理、危险品管理和防污染系统的能力；优化航标总体布局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391/post_3391225.html#684 

 

2. 《广东省通用机场布局规划 （2020-2035 年）》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发布上述《布局规划 （2020-2035 年）》。

主要内容包括： 

a. 到 2025 年，全省通用机场体系基本形成，通用机场布点达到 32 个，机场密度达到每

万平方公里 1.8 个。到 2035 年，全省通用机场体系进一步完善，通用机场布点达到

57 个，机场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 3.2 个，通用机场服务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单元，机

场密度和通用航空运营服务能力接近发达国家（地区）水准； 

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391/post_3391225.html#684


 

b. 通用机场布局：共规划 57 个通用机场布点，规划期新增通用机场布点 48 个。珠三角

地区：规划期新增广东省公安厅飞行保障基地、广州南沙、广州从化、广州黄埔、佛

山、东莞、东莞水乡、江门、江门恩平、江门台山、惠州惠东、惠州博罗、惠州龙门

等 17 个通用机场布点； 

c. 直升机起降点：构建以公共服务为主体，覆盖全省各市县的直升机起降点布局，满足

自然灾害救援、紧急事件处置、城市消防、警务飞行、低空旅游、农林作业或供商业

和个人使用等通航飞行需求；以及 

d. 分步推进新建通用机场。按照规划引领、分步实施的原则，近期优先建设通航飞行需

求较强、航空运输服务缺乏、其他快速运输方式不足等地区的通用机场，远期逐步完

善机场布点，全面提升通用机场服务覆盖范围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drc.gd.gov.cn/top/content/post_3122395.html 

 

测量相关新闻﹕ 

3. 让城市更有质感——从住博会城博会看城市高质量发展 

深秋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内，展商云集，参观者络绎不绝，住房和城乡建

设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引人瞩目，论坛活动精彩纷呈……十九届住博会和二十届城博会的

现场气氛热烈，向参观者展出了一幅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画卷…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1/t20201110_2479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10 李睿明 

 

4. 国办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 6

项具体措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或分工负责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以下简称《分工方案》），对下一阶段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作出部署。 

http://drc.gd.gov.cn/top/content/post_3122395.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1/t20201110_247926.html


 

 

《分工方案》明确了 5个方面 25项重点任务，其中 6项具体措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

头或分工负责…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1/t20201113_2479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13 宗边 

 

5. 广东认真学精神聚力抓落实 

近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以及全省干部大会精神、省委通知要求，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11/t20201110_24793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10 记者 刘一心 

 

6. 上海积极推动建设单位落实工程质量首要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事关党和政府在人民

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近年来，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全市建设工程质量总

体可控，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与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部分项目，尤其

是个别住宅工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仍有不小差距，特别是部分建设单位作为工程项目

的投资者、决策者和组织者，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资金快速周转，不遵守建设基本规

律，漠视工程质量，不认真履行质量主体责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11/t20201112_24797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12 苏紫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1/t20201113_247992.html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11/t20201110_247933.html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011/t20201112_247972.html


 

7.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新规 农民权益将获得更多保护 

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其

中一大亮点是要求开发方案充分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否则不得申请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1/t20201110_2586211.html 

来源：《经济日报》 2020-11-10 作者：黄晓芳 

 

8.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空间数据底座建设取得初步成果 

10 月 31 日，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现场会上，上海市测绘院以

示范区智慧大脑“空间数据底座”建设为核心所开展的工作成果受到高度评价...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1/t20201110_258624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1-10 作者：毛炜青 吴嘉琪 李成仁 

 

9. 广东综合多源地理国情数据支撑拆旧复垦管理 

近日，在自然资源部地理国情监测重点实验室发布的 2020 年度开放基金项目批准通知

上，由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牵头申报的《综合多源地理国情数据的“拆旧复垦”监管

决策支持应用研究》获得重点项目资助…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1/t20201111_258725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1-11 作者：郑华健 

 

10. 重庆出新规加强住房租赁资金监管 承租人支付超 3 个月的租金将纳入监管账户 

近日，为规范全市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保障住房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住房租赁市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1/t20201110_2586211.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1/t20201110_2586245.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1/t20201111_2587255.html


 

场平稳健康发展，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加强住房租赁企业合规经营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住房租赁企业应在主城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商业银行开立唯一的住房租

赁资金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该账户不得支取现金，不得归集其他性质

的资金…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6/15324.html 

来源：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11-16  

 

11. 瞄准老旧城区改造 房企抢滩城市更新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增量土地供应的短缺与存量空间的改造压力与日俱增，曾

经“摊大饼”式、粗放的城市扩张发展之路已经遭到摒弃，“内涵集约式”“高质量发

展新路”成为城市发展关键词…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0/1511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10 作者：周 丽 牛慧丽 

 

12. 城市有机更新：如何创新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公共参与成焦点 

伴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及运营正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作

为激发城市活力和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城市的主要途径，城市有机更新近年来

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3/1523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1-13 作者：秦汉川 

 

13. 对话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因地制宜补短板，乡村建设要从整体性

系统性出发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6/1532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0/1511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3/15237.html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和主要目标，以及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在发展农业农村、推

进乡村振兴方面，《建议》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6/152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1-16 作者：高洋洋 

 

14. 政策利好不断，装配式建筑行业转型升级亟需补短板强弱项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不断加持，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

明显加快。这其中，一直备受关注的装配式建筑行业在多重利好政策推动下，持续进行

着自我变革、优化升级，时至今日，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成为行业重点关注和努力

的方向…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2/1518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1-12 作者：程小红 

 

15.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上海篇 

根据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文件作出的划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

市群为我国装配式建筑重点推进地区，按要求，重点推进地区装配式建筑面积在新建建

筑面积中的比例在 2020 年要达到 20%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发布的《2019 装配式建筑发展概况》显示，2019 年，东部发达地区的装配式建筑继续

引领全国，其中上海 2019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为 3444万平方米，在新建建筑面积

中的占比高达 86.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6/1527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2/15181.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3/1525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1-13 作者：高洋洋 

 

16.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长沙篇 

9 月 1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认定第二批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和产业基地

的通知》，湖南省共有一市一园区五企业进入名单。至此，该省共有国家级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 1 个（长沙市）、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 1 个（吉首市），国家装配式建筑园区

类产业基地 1 个、企业类产业基地 14 家。据统计，2019 年湖南省累计完成新建装配式

建筑面积 1855.95 万平方米，占当年新建建筑总面积的 26%…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6/152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1-16 作者：程小红 

 

17. 机遇与挑战并存 推动信息技术与燃气行业深度融合 

十三五”期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能源低碳转型进入

关键期，天然气作为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洁性能源，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能源转型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替代性能源，目前保持着较好增长

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1/1517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1-11 作者：杨浩宇 

 

18. 六个严禁”守耕地 坚决制止“非农化” 

针对当前一些地方耕地“非农化”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提出“六个严禁”的政策举措，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3/1525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6/1527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1/15173.html


 

监督管理，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为加强对这一政策的理解，本期耕保版特选编一

组涉及“六个严禁”事项的案例，供读者参考…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113_129057.shtml 

来源：国自然资源报 2020-11-13 

 

19. 多要素调查打造“透明城市” ——全国 21 个城市地质调查试点透视 

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都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为发挥地质工作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优势，2017年 9月，原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地质工

作的指导意见》。2017 年 11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全国城市地质工作会议，并发布

《城市地质调查总体方案（2017～2025 年）》，推动城市地质调查为城市绿色、低碳、

循环、安全、集约、智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116_129094.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1-16 作者：高慧丽 葛伟亚 

 

20. 第 56 届世界规划大会在线上举行 

第 56 届世界规划大会于 2020 年 11 月 8 日-2021 年 2 月 4 日在线上举行，主题聚焦

“后石油时代的城市，为城市绿色协议而规划（Post-Oil-City: Planning for Urban 

Green Deals）”…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036&cid=12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0-11-12 

 

21. 石楠：高校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在《城市规划》杂志 2020 年第 11 期的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113_129057.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116_129094.s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036&cid=12


 

“编者絮语”中表示，高校与城市的发展不可分割，城市与高校的繁荣息息相关，城市

孕育了高校，高校滋养着城市…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046&cid=11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0-11-16 

 

22. 2020 年 1—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061.html 

来源：工程咨询网 2020-11-16  

 

23. 国家统计局：10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平稳回落 

2020 年 10 月份，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70 个大中城市房

地产市场价格涨幅保持平稳回落态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054.html 

来源：工程咨询网 2020-11-16  

 

24. “双 11”线上卖房引热议 房地产线上化趋势进一步加速 

今年“双 11”，多家头部房企加入“线上卖房”大战，天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也

都开辟专门板块线上卖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被关注的房产线上化趋势进一步强

化…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043.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046&cid=11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061.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054.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043.html


 

来源：新华财经上海 2020-11-15 记者 杨有宗 

 

25. 机构报告：约 65%单身青年住房开销占收入 20%至 30% 

“双 11”前夕，58 同城、安居客 10 日发布的《2020 年单身青年居行报告》显示，约

65%的单身青年每月在房租或月供的开销占收入的 20%至 30%。居住成本是单身青年一

笔不小的支出项…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5512.html 

来源：新华财经上海 2020-11-10 记者 杨有宗 

  

26. 报告：今年中国住户部门加杠杆幅度明显小于 2013 和 2016 年 

房地产市场怎么走，从金融数据中亦能看出一些端倪。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12 日发布的

《2020 年 10 月金融环境与房地产市场月报》显示，今年住户部门加杠杆幅度明显小于

前两轮楼市上涨行情的 2013年和 2016年。加之，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九连降趋势结

束，过去两轮全国楼市普涨行情难以重现…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5686.html 

来源：工程咨询网 2020-11-13 

  

27. 建设智慧城市不能只把数据简单堆起来 

在上周召开的 2020银川国际智慧城市博览会“1+8”场专业论坛上，大数据是出现频率

最高的一个词。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3年 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以来，

全国迄今有超过 500 个城市发布并启动了相关计划，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智慧城市建设迎来了发展黄金期…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5512.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5686.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7200 

来源：科技日报   2020-11-11 作者：王迎霞 

 

28. 优势在哪？产业化之路前景怎样？听杨长风总师解密北斗！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

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 

 

这一表述背后释放了什么新信号？我国北斗优势在哪里？北斗产业化之路前景怎样…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7218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20-11-13  

 

29. 国内首个智慧交通物联网平台发布 

在近日召开的 2020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国内首个智慧交通物联网平台发布。该平台

通过全系列物联网硬件设施，包括智慧锥桶、事故车盒、执法一体化快速封路器等和智

慧交通物联网软件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帮助道路交通从业者（交警、道路养护工、道路

施工方）工作更安全更高效…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723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11-16 作者：文 心 

  

 

关注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HKIS-Official  

微信名﹕香港测量师学会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7200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7218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13&id=7239


 

 

香港测量师学会 QQ 群聊（只供会员

加入）  

群号﹕113919687 

群聊名称﹕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腾讯视频  

名称﹕香港测量师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