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 

政策法规﹕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

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补齐居

住社区服务短板，推动物业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就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

服务提出如下意见。 

a. 构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b. 全域全量采集数据 

c. 推进物业管理智能化 

d. 融合线上线下服务 

e. 推进共建共治共享 

f. 加强领导统筹推进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14_248449.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15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71 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

若干意见》（建标规〔2020〕8 号）精神，了解掌握各地装配式建筑推进情况，决定开展

2020 年度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统计工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15_248454.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15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14_248449.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15_248454.html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一批）的通

知 

近年来，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取得

显着成效，尤其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20﹞23 号）印发以来，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围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统筹协调、改造项目生成、改造资金政府与居民合理共担、社会力量以市场化方式参与、

金融机构以可持续方式支持、动员群众共建、改造项目推进、存量资源整合利用、小区长

效管理等“九个机制”深化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机制。近期，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总结地方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存量资源整合利用和改造资金政府与

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等 3 个方面的探索实践，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

制清单（第一批）》予认真学习借鉴….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17_248509.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17 

 

测量相关新闻﹕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门印发意见 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6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的意见》，加快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

务平台，补齐居住社区服务短板，推动物业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根据意见，要构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广泛运用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规划，促进物业服务行业资

源整合…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2/t20201216_248471.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17_248509.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2/t20201216_24847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6 宗边 

 

5. 规范二手房交易市场 上海拟售房源有了身份标识 

针对二手房市场假房源、低价“钓鱼”等行为，上海出台新规，从 12 月 15 日起，上海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通过门店、网站等各类渠道发布的拟出售存量房房源信息进行核验，

通过核验的房源信息自动获得相应的核验编号及二维码…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26.html 

来源：新华网 2020.12.17 

 

6. 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建筑施工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风险较为突出，前三季度的施工

人员流动受限、建筑原材料供应紧张，部分项目长时间停工、设备长时间停转，造成项

目复工安全生产条件不满足要求，加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不

到位，安全生产风险叠加、集聚明显，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1/16349.html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 2020.12.21 

 

7. 重构城市格局 TOD 引导城市人口高效集聚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多领域仍以不平凡的成绩终局。其中，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建设格外亮眼。 

 

来自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6万

亿元。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沿海港口万吨

级及以上泊位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十三五”期末，预计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约 14.6 万公

里，覆盖 99%的 20 万人口及以上城市。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2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1/16349.html


 

伴随着如火如荼的交通建设，沿线土地开发呈现前所未有的热度，TOD 一跃成为网红名

词。TOD，简单来说，即以集约化、复合化和交通为导向，实现功能集约、高密度开发

的目的，有效引导人口向交通设施资源高效集聚…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5/1608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2.15 作者﹕苗淼 

 

8. 对话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原秘书长李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多听百姓意见，践行“共同

缔造”理念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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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

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

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

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1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7 作者：高洋洋 

 

9.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 合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篇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公布的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名单中，安徽省仅有合肥

市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列其中。作为省会城市，合肥市在省内具有较强的资源集聚

能力，在发展装配式建筑方面也同样如此，比如有一半数量的安徽省首批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都集聚在合肥市。而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而言，可以说是当地装配式建筑的

“发源地”，安徽省第一个装配式建筑项目在这里试点成功，起到了先行先试的带头作

用...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5/1608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1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1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7 作者：高洋洋 

 

10.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 包头·满洲里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公布了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名单，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

市和满洲里市位列其中。为进一步支持装配式建筑发展，内蒙古自治区要求各级政府优

先保障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项目的建设用地，生产制造装配式建筑材料、部品部件的

项目用地优先享受工业用地政策。在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包头市和满洲里市相继

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推动装配式建筑进一步向前发展…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1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17 作者：程小红 

 

11. 自然资源部发出公告：给予测绘单位一年政策过渡期 

为在新修订的测绘资质管理政策出台后，实现新旧政策平稳过渡，确保测绘单位正常生

产经营，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出公告，给予现有测绘单位一年政策过渡期限…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5_259517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15 作者：薛亮  

 

12. 2020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启动 

日前，自然资源部下发通知，启动 2020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要求全面掌握全

国 31 个省（区、市）2020 年度国土利用变化情况，持续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监测，更新“三调”成果，保持国土调查数据现势性，支撑自然资源“一张图”和综合

监管平台平稳运行，不断夯实“以图管地”工作基础。此次变更调查数据将于明年 7 月

31 日前启用…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1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17/16218.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5_2595170.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7_259544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17 作者：李桂芬  

 

13.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意见》强调 统筹城乡发展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 

12 月 15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有序推进全域全要素村庄规划编制。 

 

《意见》提出，在县、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城镇和乡村发展，合理优化村庄布

局。村庄规划编制要考虑县、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节奏，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发展需

要，有序推进。其中，集聚提升类等建设需求量大的村庄应加快编制，城郊融合类的村

庄可纳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编制，搬迁撤并类的村庄原则上不单独编制…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8_259553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18 作者：阎炎 

 

14. 重庆谋划“十四五”测绘地理信息工作重点 

近日，重庆市召开 2020 年全市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会，传达学习全国国土测绘工作会议

精神，总结重庆测绘地理信息“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成绩，交流测绘地理信息重点工作

推进情况，对“十四五”时期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进行了研讨谋划…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15_2595188.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15 作者：魏智兰 张城 

 

15. 数字技术搭起粤港澳大湾区“连接桥” 

近年来，广东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利用数字技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活

一体化，不断深化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全面务实合作，促进了人员、物资、资金、信息便

捷有序流动。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7_2595440.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18_2595533.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15_2595188.html


 

探索数字技术 提升互联互通 

 

为便利粤港澳三地群众出行，广东省近年来积极推动探索数字化技术在大湾区交通运输

领域的创新集成应用，不断提升大湾区的交通运输服务水平…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21_259573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21 作者：祝桂峰 

 

16. 国家质检中心主编 3 部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近日，由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牵头制订的《地理国情监测成果质量检查与验

收》《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质量评价规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质量测试与评

价》3 部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21_2595730.html 

来源：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2020-12-21 作者：张鹤 田宗彪 毛文娟 

 

17. 全球城市扩张加速 绿地配置差异明显 

进入 21世纪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城市还在生长吗？近日发布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

测 2020 年度报告》揭晓了答案：2000 年以来，人类进入更快的建设发展阶段，全球城

市快速扩展，土地面积几乎增长了一倍。 

 

“有多少呢？在 2000年时全球城市面积大概有 1个英国这么大的面积，到现在大概有 2

个英国加起来的面积，所以扩展的面积非常大。”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编委

会副主任、“全球城市扩展与土地覆盖变化”专题报告责任专家、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柳钦火介绍，近十年和前十年相比，全球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呈现加速

的趋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21_2595736.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012/t20201221_2595730.html


 

http://www.iziran.net/difanglianbo/20201216_129993.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16 作者：朱彧 

 

18. 华测导航董事长赵延平谈国产测绘装备发展：在共享中共赢 

随着珠穆朗玛峰“新身高”的发布，2020 珠峰高程测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是我国首次在珠峰高程测量中全程使用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测量仪器，其中峰顶测量使

用的 GNSS 接收机由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这次测量对我国国产测量装

备意味着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华测导航董事长赵延平…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215_129962.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05 作者：于德福 

 

19. 5G 助跑北京市首条智慧地铁 最小行车间隔将提升 10% 

记者 12月 18日从京投公司了解到，未来，北京将依托地铁 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

打造北京首条智慧地铁示范线，并将研究基于 5G 技术的车车通信列控系统，提高列车

运行效率、提升系统可靠性，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可提升 10%以上…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329 

来源：《北京晚报》 2020-12-21 作者：李博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关于同意北京市朝阳区等 51 个城市（区）列为国家产融合作试

点城市的通知 

为促进产业与金融协调发展，推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按照《关于

组织申报第二批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通知》（工信部联财函〔2020〕161 号），经地方

申报、省级相关部门审核、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北京市朝阳区等 51个城市

（区）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名单见附件）… 

 

http://www.iziran.net/difanglianbo/20201216_129993.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215_129962.shtml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329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9962.jhtml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12-18  

 

21. 2020 年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9492 亿元，同比增长 6.8%，增速比 1—10 月份

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95837 亿元，增长 7.4%，增速提高 0.4 个百分点…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irea.org.cn/article/info/1732.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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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p.org.cn/ghqy/9962.jhtml
http://www.cirea.org.cn/article/info/17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