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1.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的意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发布上述《意见》。主要内容包括：(a) 列

明三个主要领域，包括重点消费品是针对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汽车、纺织等消费领域产

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开展全方位“质量体检”服务；重点产业链是面向石化、

钢铁、有色、建材、装备等传统产业，以及面向市场应用广、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智能制造、5G 技术、新材料、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重点区域在东部地区特别

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和辐射能力等；以及(b) 

明确试点地方应为基础条件好、推进意愿强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优

先支持国务院办公厅通报的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地方参加试点；订明“一站式”服务模

式主要包括：一个统筹规划、一个共享平台、一个受理窗口、一揽子服务、一个结果通行

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18/content_5562167.htm 

 

2. 国务院：决定在浦东新区开展市场准入“一业一证”试点、在全国大幅压减建设工程企业

和测绘资质并加强监管等 

国务院 11月 11日常务会议决定在浦东新区开展市场准入“一业一证”试点，在全国大幅

压减建设工程企业和测绘资质并加强监管，更大激发市场活力，为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创

造条件。 

 

会议明确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并举更大释放内需潜力的两项措

施，包括在浦东新区开展市场准入“一业一证”改革试点，选取与人民群众生活和消费息

息相关、涉及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电商、建设工程施工、便利店、小餐饮、

健身房、书店、电影院等 31 个行业，建立综合许可制度，将企业需要办理的多张许可证

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以往由国务院部门实施的 25 项许可等事项改为委托浦东新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18/content_5562167.htm


 

区受理和发证；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协同高效的行业综合监管制度；以及将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由 593 项减至 245 项，除最高等级综合资质和需 

跨部门审批的资质外，将其他等级资质一律下放至省级及以下部门审批；将测绘资质类别

和等级总数由 138 项减至 20 项，除导航电子地图制作外，将其余甲级测绘资质审批全部

下放至省级。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premier/2020-11/11/content_5560568.htm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的意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1 月 16 日发布《关于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 

务的意见》，以进一步加强质量基础建设，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效能。 

《意见》主要内容： 

• 明确力争到 2025年，质量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质量基

础设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基本建立，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

要素良性协同，服务效能明显增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模式更加成熟，全

国质量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网络基本建成，质量基础设施国际互联互通程度和影响力

明显提升。 

• 列明三个主要领域，包括重点消费品是针对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汽车、纺织等消费

领域产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开展全方位“质量体检”服务；重点产业链

是面向石化、钢铁、有色、建材、装备等传统产业，强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质

量基础支撑，推动转型升级，以及面向市场应用广、发展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智能制造、5G 技术、新材料、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适度提前布局；重点区域在

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和辐

射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着力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质量高地。 

• 明确试点地方应为基础条件好、推进意愿强的市（地、州、盟）、县 （市、区、旗），

优先支持国务院办公厅通报的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地 方参加试点；订明“一站式”

服务模式涉及五方面，包括一个统筹规划、一 个共享平台、一个受理窗口、一揽子服

务，以及一个结果通行。在一揽子 服务方面，在法定资质允许范围内，提供产品研发、

http://www.gov.cn/premier/2020-11/11/content_5560568.htm


 

采购、生产、供应、 售后各环节所需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

知识产 权、品牌培育等一揽子服务。 

• 明确试点程序和组织保障各三项。前者包括制定方案，试点探索期一般不 少于两年，

以及总结推广，逐步纳入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后者包 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指导监督，以及注重激励引导。 

 

原文详情链接﹕ 

http://gkml.samr.gov.cn/nsjg/zlfzj/202011/t20201116_323571.html 

 

广东省政策﹕ 

4. 《广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 

广州市政府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上述《办法》。主要内容包括： 

a. 广州市行政区域内闲置土地的处理，适用本办法； 

b. 经认定土地闲置满 1 年的，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下列标准计收土地闲置费；

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

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用地单位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按出让土地价款的 20%

计收土地闲置费，用地单位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有划拨土地价款的，按划拨

土地价款的 20%计收土地闲置费；无划拨土地价款的，按划拨土地时土地使用权价格

的 20%计收土地闲置费等； 

c. 已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闲置土地，用地单位提出申请的，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安排临

时使用：由用地单位负责建设、养护临时绿地、广场等；临时用作停车场。经批准临

时用作停车场的，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广州市停车场条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闲

置土地临时使用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2 年；以及 

d. 已完善建设用地手续的闲置土地，闲置期间累计满 2 年的，政府可以无偿收回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z.gov.cn/zwgk/fggw/zfgz/content/post_6913791.html 

 

5.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切实规范住房租赁企业经营行为的紧急通知》 

http://gkml.samr.gov.cn/nsjg/zlfzj/202011/t20201116_323571.html
http://www.gz.gov.cn/zwgk/fggw/zfgz/content/post_6913791.html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上述《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a.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中明确注明“住房租赁”，不得超范围经营。自然人转租住房 10套（间）以上的，

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b. 住房租赁企业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及企业网络平台公示企业的重要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企业营业执照、机构备案和从业人员基本信息、租赁资金监管帐户信息、住

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服务内容和流程、收费项目和计费标准、租赁信息查验等内部

管理制度建立情况、投诉方式和途径等； 

c. 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的，不得通过欺诈、胁迫、格式条款等方式哄抬租金，不得违

法诱骗承租人签订长周期租赁合同，不得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承租人合法权益或者加重

承租人义务，不得违背承租人意愿搭售其他商品或服务，不得实施价格串通、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等价格违法行为；以及 

d. 住房租赁企业不得通过“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等方式，哄抬租赁价格、加大企

业资金断裂风险、侵害房屋权利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

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不得以租金分期、租金

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消费贷款，不得将住房租金消费贷款相关内容嵌

入住房租赁合同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zjj.sz.gov.cn/xxgk/tzgg/content/post_8274703.html 

 

6. 《珠海市临时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暂行规定》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印发上述《暂行规定》，自 2020 年 12 月 15 日

起实施，有效期三年。主要内容包括： 

a. 在珠海市城市规划区内土地上进行的临时建设行为，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临时建

设工程指因临时性使用需要，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经批准建造，在规定期限内按照批

准用途使用，有效期届满前须自行拆除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b. 明确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适用条件、申请规定、临时建设工程审批所需提交的

材料等；以及 

http://zjj.sz.gov.cn/xxgk/tzgg/content/post_8274703.html


 

c.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有效期不超过两年，使用临时建设用地的，有效期不得超

过所占用的临时建设用地批准的土地使用期限。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未取得延期许可的，自行失效。临时建设工程办理延期手续后，无需重新办理新的规

划条件核实手续，无需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gfxwj/bmgfxwj/content/post_2667183.htm

l 

 

测量相关新闻﹕ 

7.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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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准确

研判我国城市发展新形势，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十四五”

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定不移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美丽家园…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011/t20201117_248050.html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1.17  

 

8. 自然资源部印发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以下简称《指南》），为实施全国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科学划分国土空间用地

用海类型、明确各类型含义，统一国土调查、统计和规划分类标准，合理利用和保护自

然资源提供了依据…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gfxwj/bmgfxwj/content/post_2667183.html
http://www.zhuhai.gov.cn/zw/fggw/gfxwj/bmgfxwj/content/post_2667183.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1/t20201123_258947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1.23 宁晶 

 

9. 贵州首次成功获取 FAST 高分辨率雷达测绘影像 

今年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国内先进技术力量，实现了“中国天眼”500 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周边环境高分辨率干涉 SAR观测数据的获取，这是世界上首

次成功获取 FAST 周边环境的 10 厘米高分辨率雷达测绘影像…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1/t20201118_2588738.html 

来源：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网站 2020.11.18 记者 刘一心 

 

10. 国家统计局：2020 年 1-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6.3%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 年 1 至 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统计数据…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9/1539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19 

 

11. 北京：2025 年要建成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征集意见稿)》

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根据征集意见稿，到 2025 年，北京将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

城市的标杆…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23/15493.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0-11-23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1/t20201123_2589470.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1/t20201118_258873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9/1539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23/15493.html


 

 

12. 10 月份 70 大中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总体回落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70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绳国庆介绍，10月份 70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保持平稳或回落态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7/15345.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2020-11-17 

 

13. 房企“花式”迎战“双 11”“线上买房”仍待市场检验 

如今在“双 11”期间，不仅可以买衣服、包包，甚至可以把房子装进购物车。 

 

随着今年“双 11”大促，一场线上卖房“大战”愈演愈烈。除了天猫、京东、苏宁等头

部互联网电商巨头均开设了专门的平台“收割”市场，还增加了不少的新面孔——很多

房企都加入了“双 11”的促销队伍…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7/1535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1-17 作者：牛慧丽 

 

14. 以创新示范引领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20/1548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1-20  

 

15.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专业承包、分包、材料采购、设备采购

招标标准文本（2020 版）》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工程和建设工程货物采购招标投标活动，提升专业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7/1534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17/1535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1/20/15482.html


 

程和建设工程货物采购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编制质量，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和“放管

服”改革的新使命新要求，推进招标投标活动标准化，营造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环

境，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编制了《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专业承包招标标准文本

（2020 版）》《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专业分包招标标准文本（2020 版）》《北

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材料采购招标标准文本（2020 版）》和《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

政工程设备采购招标标准文本（2020 版）》…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237  

来源：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管理协会网 2020-11-23 

 

16.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中国市场办公楼的“绿化”程度较高 

“目前来看，中国市场办公楼的‘绿化’程度较高。新开发的甲级写字楼基本已经把

LEED 作为标配，同时近两年来 LEED 既有建筑的注册量亦不断攀升。”USGBC(美国绿

色建筑委员会)北亚区董事总经理杜日生 20 日在京指出，绿色理念正在不同类型建筑中

渗透，随着投资者的重视，不同资产类别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所青睐的物流、数据中心等，

都开始发力绿色建筑和资产的可持续性…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935.html 

来源：中新网北京  2020-11-20 记者 夏宾 

 

17. 抢房、炒房再现江湖！多地出招整治楼市乱象 

炒房到了什么地步？“一个名额炒到 30万”！近日，深圳新盘炒作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中新经纬客户端梳理发现，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房地产市场乱象，深圳、合肥、乳山等

地纷纷出手，剑指房价炒作。此外，聚焦长租公寓“暴雷”问题，多地发文规范住房租

赁企业经营行为，要求长租公寓租金存入监管账户…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7168.html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237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6935.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27168.html


 

来源：中新经纬  2020-11-23 

 

18. 上海市住建委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scca.sh.cn/info-

detail.html?id=ueztX3YYQ90CNlFogQoTSnw&key=%E6%94%BF%E7%AD%9

6%E6%96%87%E4%BB%B6&page=1&current=4&keyid=48JB91LfrQp28SV24

0WRmKA  

来源：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网 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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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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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ca.sh.cn/info-detail.html?id=ueztX3YYQ90CNlFogQoTSnw&key=%E6%94%BF%E7%AD%96%E6%96%87%E4%BB%B6&page=1&current=4&keyid=48JB91LfrQp28SV240WRmKA
http://www.scca.sh.cn/info-detail.html?id=ueztX3YYQ90CNlFogQoTSnw&key=%E6%94%BF%E7%AD%96%E6%96%87%E4%BB%B6&page=1&current=4&keyid=48JB91LfrQp28SV240WRmKA
http://www.scca.sh.cn/info-detail.html?id=ueztX3YYQ90CNlFogQoTSnw&key=%E6%94%BF%E7%AD%96%E6%96%87%E4%BB%B6&page=1&current=4&keyid=48JB91LfrQp28SV240WRmKA
http://www.scca.sh.cn/info-detail.html?id=ueztX3YYQ90CNlFogQoTSnw&key=%E6%94%BF%E7%AD%96%E6%96%87%E4%BB%B6&page=1&current=4&keyid=48JB91LfrQp28SV240WRm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