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 

 

广东省政策﹕ 

1.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 57 条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20年 12月 3日发布上述《条例》。主要内容包括： 

a. 建筑施工作业可能向周围环境排放噪声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采取安

装在线监测设备，设置隔声围挡、隔声屏或者隔声房等噪声防治措施，确保建筑施工

场界环境噪声达标排放； 

b. 施工单位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后，应当至少提前二十

四小时在受影响区域的显著位置向周围单位和居民公布，并按照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

明的要求进行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落实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措施情况进

行监理； 

c.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依法处罚罚款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sz.gov.cn/zfgb/2020/gb1178/content/post_8327747.html 

 

测量相关新闻﹕ 

2.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明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为促进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健康发展、维护工程总承包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印发《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以下简称《示范文本》）。《示范文本》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建设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同时废止…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08_2483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0 宗边 

 

http://www.sz.gov.cn/zfgb/2020/gb1178/content/post_8327747.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08_248376.html


 

3. 规范数据标准 促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信息化水

平——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共享交换数据标准（试行）》的

解读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共享交换数

据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试行）》）。在《标准（试行）》印发之际，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2/t20201211_24841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1 支安 

 

4. 身高 8848.86 米，珠峰还在长 

8848.86 米！珠穆朗玛峰最新身高 8 日公布，而且仍在不断成长。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2020 年珠峰高程测量科学性、可靠性、创新性较 2005 年明显

提高，主要原因包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计算，国产仪器担纲

高程测量，国产重力仪首次登顶实测峰顶重力值，同时融入国产航空重力仪测量数据，

大幅度提升珠峰地区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精度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09_2594351.html 

来源：新华社 2020.12.09 作者：王立彬、刘华 

 

5. 自然资源部：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 

10 日上午，自然资源部召开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自然资源部

研究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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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指南》），并于近日发布试行…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1_259481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2/t20201211_248418.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09_2594351.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1_2594816.html


 

来源：人民网 2020.12.11 记者﹕丁亦鑫 

 

6.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解读 

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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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指南》），明确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的总

体框架及各类用途的名称、代码与含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01211_129879.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11 作者﹕宁晶 

 

7.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新增 4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自 2014 年起，国家启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改革，整合部委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建

立统一的科技计划体系和科技项目管理平台，解决科技资源配置“碎片化”等突出问

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09_2594389.html 

来源：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2020-12-09 作者：段敏燕 

 

8. 中尼共同宣布珠峰高程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全方位提供科技创新支撑 

12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高程。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们就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达成共识。一年

多来，两国团队克服种种困难，扎实开展工作，最终确定了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

玛峰雪面高程。今天，我愿同班达里总统一道，代表中尼两国向全世界正式宣布，珠穆

朗玛峰的最新高程为 8848.86 米...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14_2594972.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01211_129879.s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09_2594389.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14_2594972.html


 

来源：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2020-12-14 作者：蒋涛 

 

9. 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六有”经验 

按照“老旧小区改造要改出良性互动的新机制”“加大推进力度”有关指示要求，今年

北京市强化工作统筹，创新政策机制，抓紧抓实项目实施，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路径，

开展广泛宣传，支持中央单位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1/1606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2-11 作者：张宝超 

 

10. 2020 年 1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 年 11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2020 年

11 月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

调控目标，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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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平稳，略有回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4/16072.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12-14  

 

11. 广东佛山：商品房预售款全部存入监管账户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佛山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根据《办法》，为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款的监督管理，商品

房预售款应全部存入监管账户，优先保障项目竣工。开发商留存监管及可提取使用的额

度，视项目建设进展而定，留存额与开发商信用分值挂钩…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4/1607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1/1606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4/1607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4/16074.html


 

来源：新华网 2020-12-14  

 

12. BIM 技术是推进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2017 年以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发起的《中国建筑业企业 BIM 应用分析报告》持续追

踪行业发展，从多个视角分析、探讨建筑业 BIM（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现状、发展情况

与趋势等。作为该报告编委会专家代表，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汪少山在

接受《中国建设报》采访时介绍了 BIM 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思考…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1/1605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1 作者：程晓丽 

 

13. 政策扶持加速发展青岛绘制智慧城市发展新蓝图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发布《青岛市城市云脑建设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明确了

青岛城市云脑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础服务支撑体系、公共支撑平台、大数据中心和数

据业务中台，同时对各建设内容的建设时间节点给出了明确规定…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08/1594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08 作者：白 玲 

 

14. 智慧赋能“住有所居”迈向“安居宜居” 

近日，广州市发布通知，要求做好政策性租赁住房申报统计，根据通知要求，申报人可

以登录“广州市政策性租赁住房统计管理系统”，自主在线完成政策性租赁住房申报工

作。住房租赁领域引入“互联网+”概念，是利用新技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高

质量落实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重要体现…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08/1595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1/1605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08/1594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08/1595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08 作者：张佳丽 

 

15. 统筹发展布局 提升发展质量 多地智慧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进行多年，在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

和动态管理、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推进

城市发展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变得更“聪明”，今年年初以来，上海、

青岛、杭州、长沙、成都等城市纷纷出台智慧城市建设方案，聚焦城市治理、城市安全、

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等内容，谋划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建设智慧城市和如何更好发挥智慧

城市作用…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08/1595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08 作者：李浩然 

 

16. 用智慧与汗水锤炼中国“精度” 

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以下简称“数据中心”）主任郭春喜，从事大地测

量数据处理工作 36 年，成果丰硕——两次成功主持珠峰高程数据处理，将我国大地水

准面精度提高了一两个数量级，填补了陕西省实时导航定位服务的空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209_129852.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09 作者：王少勇 

 

17. 杨威：21 世纪全球规划师的使命 

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联合承办的 2020 年城市规划·长安论坛于 2020 年 11 月

21-22 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成功召开。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

2021 年主席、英国杨威及合伙人（城市规划）事务所董事长杨威院士应邀作了题为

《21 世纪全球规划师的使命》的精彩报告…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08/15953.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209_129852.s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CHmCa3hUsLizhLRACnL7AA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20-12-08 

 

18. 王世福：以制度创新引领城市更新 

11 月 28 日上午，在 2020 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年会上，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应邀作《以制度创新引领城市更新》

主题报告…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05&cid=13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0-12-10  

 

19. 王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顺应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日前，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 2020 发布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行，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

市报告（2020）》成果正式对外公开发布。王凯在发言中表示，该报告是中规院作为智

库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随之探讨了五点核心观点…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09&cid=13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1  

 

20. 解读上海“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新蓝图掀开上海崭新篇章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规划《建议》深入分析了上海发展面临

的国内外形势，清晰展望了上海发展 2035 年的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上海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 

 

https://mp.weixin.qq.com/s/CHmCa3hUsLizhLRACnL7AA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05&cid=13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09&cid=13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14&cid=13 

来源：上观新闻 2020-12-11  

 

21. 2020 年 1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5% 

2020 年 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5%。其中，城市下降 0.4%，农村下降

0.8%；食品价格下降 2.0%，非食品价格下降 0.1%；消费品价格下降 1.0%，服务价格

上涨 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5%。1—11 月，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7%…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irea.org.cn/article/info/1729.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12-09 

 

22. 《上海市建筑业行业发展报告(2020 年)》正式发布 

12 月 4 日，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指导，上海建科集团主办，上海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承办的“2020 年上海建筑发展高峰

论坛”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吕西林，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裴晓，政策研究室主任徐存福，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秘书长徐逢治，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朱雷，副总裁李向民等出席… 

 

原文详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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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html?id=66yeBUMcTWyvoal90rfFcAQ&key=%E8%A1%8C%E4%B8%9A

%E5%8A%A8%E6%80%81&page=1&current=2 

来源：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  20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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