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01 月 04 日星期一 

政策法规﹕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体育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 

建设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是增加社区活动场地，推动社区足球发展，促进群众体育蓬勃

开展的基本保障。2019 年 4 月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体育总局指导武汉、大连等 9

个试点城市探索建设了一批非标准、非规则社区足球场地设施，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足球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a. 夯实基础工作，统筹谋划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b. 充分挖潜资源，破解社区足球场地设施选址建设难题 

c. 健全管理体制，完善社区足球场地设施运营维护机制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23_248579.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23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业工人队

伍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筑产业工人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业发展的基础，

为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建筑产业工人队伍仍存

在无序流动性大、老龄化现象突出、技能素质低、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制约建筑业持

续健康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

（以下简称建筑工人）队伍，提出如下意见﹕ 

主要任务﹕ 

a. 引导现有劳务企业转型发展。 

b. 大力发展专业作业企业。 

c. 鼓励建设建筑工人培育基地。 

d. 加快自有建筑工人队伍建设。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23_248579.html


 

e. 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f. 建立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 

g. 加快推动信息化管理。 

h. 健全保障薪酬支付的长效机制。 

i. 规范建筑行业劳动用工制度。 

j. 完善社会保险缴费机制。 

k. 持续改善建筑工人生产生活环境。 

保障措施﹕ 

a. 加强组织领导。 

b. 发挥工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c. 加大政策扶持和财税支持力度。 

d.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63.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30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体育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 

《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自印发以来，各地高度重视，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形成一系列好的做法和经验，对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认真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制

度，着力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a. 加快健全手册体系 

b. 加强手册示范引领 

c. 加大手册宣传力度 

d. 强化手册督促落实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79.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63.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79.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30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全流程在线审批的

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19〕1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

主体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24 号）部署要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批，不断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能，优

化营商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a. 持续破解堵点问题推动关键环节改革 

b. 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分级分类管理 

c.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批 

d. 健全推进改革工作长效机制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57.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30 

 

 广东省法规﹕ 

5.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布上述《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主要内容包括：(a)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明的绿色建筑等级要

求进行建设；(b)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应当包含绿色建

筑专篇，明确绿色建筑等级、技术以及节能减排等内容，并将绿色建筑的相关费用纳入工

程投资概预算；(c)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将绿色建筑技术

措施和绿色施工等内容纳入施工方案，并组织实施；以及(d) 绿色建筑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物业服务人和专业服务单位不得损毁和破坏围护结构和节能、节水、计量等设施设备

等….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57.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

304255.html  

 

测量相关新闻﹕ 

6. 空间提质增效，设施标准先行，改革建管并重——解读《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

地设施建设的意见》 

建设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是增加社区活动场地，推动社区足球发展，促进群众体育蓬勃

开展的基本保障。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体育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

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足球改革发展的

决策部署，推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工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2/t20201224_2485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4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在 6 地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决定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

海南省 6 个地区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工作。试点时间为半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2/t20201228_2486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8 宗边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 做好 2021 年城乡建设统计工作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304255.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304255.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2/t20201224_248592.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012/t20201228_248626.html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做好 2021 年城乡建设统计工作。根据通知，

2021 年城乡建设统计继续执行《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报表制度》，包括 2020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报、2021 年城市（县城）建设统计快报和 2020 年服务业统计年报 3

项统计任务…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2/t20201230_24865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30 宗边 

 

9. 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八大任务 

12 月 21 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 2020 年和“十三五”住房和

城乡建设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提出了 2021 年工作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2/1636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2 

 

10. 短租住房管理新规出台 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经营短租房 

经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公安局、市网信

办、市文旅局四部门正式印发《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21.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0-12-25 

 

11. 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7 万个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管网改造、加

装电梯等，发展居家养老、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012/t20201230_24865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2/1636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21.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8/1658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2-28 

 

12.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12 月 28 日，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以下简称“中房学”）第四届会

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倪虹向大会发来书面致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司长江小群出席会议并讲话，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其光，

人事司副司长陈中博、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副司长王策出席会议。柴强当选为中房学第四

届会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30/1666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2-30 作者：张忠山 

 

13. 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长租行业将进入高质量发展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

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3/1645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2-23 作者：苗淼  

 

14. 多层级分化：11 月城市住宅价格涨势回落 

由于季节、调控等因素，11 月我国城市房价上涨势头有所回落。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0 年 1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

心分析师陈霄表示，从数据来看，新建商品住宅上涨城市数量 36个，较上月减少 9个；

持平城市数量 6个，与上月持平；下跌城市数量 28个，较上月增加 9个。随着热点城市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8/1658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30/1666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3/16452.html


 

出台调控政策，自 7 月以来上涨城市数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此外，进入年底，房企把

握销售窗口期积极营销，以价换量现象增加，整体价格有所回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3/1641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3 作者：王建业  

 

15. 前 11 月投资销售持续向好 房企资金稳中有变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 年 1~11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数据显

示，1 月~11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加快，土地购置面积回落较大。土地成交

价款持续增长，商品房销售均价连续 3 个月环比下降，商办类物业销售仍处于负增长状

态，但降幅收窄。房企到位资金持续改善，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以及个人按揭贷款

等资金的占比不断提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3/1641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3 作者：王建业 

 

16. 新时代中国建筑业发展的变革与抉择 

新时代下，面对市场模式之变、竞争格局之变、科技进步之变，中国建筑业和建筑业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该怎么走？挑战来自何方？机遇如何把握？变革如何演绎？是我们

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3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5 作者：陈宏伟 

 

17. 绿色建筑认证体系下的节能思考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能耗问题凸显出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3/1641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3/1641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32.html


 

关注绿色、关注健康，可持续发展和节能环保成为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3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0-12-25 作者：欧阳东 

 

18. 《城市大脑全球标准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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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城市宣布开展或已经开展城市大脑建设，有数

百家科技企业进入到泛城市大脑的建设领域，数百亿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大脑的建设中…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1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0-12-25 作者：杨洁 

 

19. 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西安试点启动 

12 月 25 日，《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西安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西

安市勘察测绘院通过专家评审。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王家耀、王桥，中国测绘学会

理事长宋超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的相关行业知名专家参与评审，自然

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武文忠出席…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29_259669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29 作者：于德福 徐鹏 

 

20.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坚守质量，他们一直在路上 

“终于，以唐古拉山口最后一幅图结束了为期 40天的西部外业检查工作。一路走来的酸

甜苦辣，融化在今日明媚的阳光下，流淌在我心间。”参加地理国情普查西部外业预验

收工作最后一天，李畅在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写下了上面这段话…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3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12/25/16513.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012/t20201229_2596691.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01224_130214.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24 作者：薛亮 闫倩 

 

21.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

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

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

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01230_130377.shtml 

来源：新华社北京 2020-12-29 

 

22. “韧性”城市，从规划开始 

生活在城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担忧：害怕一场暴雨导致交通崩溃，害怕一场疫情带来

生活不便……这些焦虑，很大程度是由于城市韧性不足。如果我们的城市能够像弹簧一样

从容应对风险，并快速恢复原状，那么我们的担忧也将减少许多…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228_130311.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0-12-28  作者：焦思颖 

 

23. 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是可持续发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01224_130214.s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01230_130377.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01228_130311.shtml


 

展的重要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交通运输秉持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目标，自立自强，

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薄弱、整体落后的面貌，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交通发展之路…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hyzs/9979.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0-12-23  

 

24. 《2020 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蓝皮书》发布 

2020 年 12 月 6 日，《2020 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蓝皮书（公共版）》由中国工程院

战略咨询中心、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地下空间分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发布，

以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空间资源利用提供指导，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产业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72&cid=12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0-12-26  

 

25. 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是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交通运输秉持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目标，自立自强，

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薄弱、整体落后的面貌，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交通发展之路… 

http://www.cacp.org.cn/hyzs/9979.j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72&cid=12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hyzs/9979.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0-12-23  

 

26. 解读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正式公告，开启下一个“更新十年”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通过，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现

将有关情况解读如…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96&cid=12 

来源：深圳人大网 2021-01-04  

 

27. 《中国城市繁荣活力 2020 报告》重磅发布 

12 月 31 日，《中国城市繁荣活力 2020 报告》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96&cid=12 

来源：规划中国 2021-01-02  

 

28. 机构报告称 12 月全国 67 城新房均价环比上涨 0.61% 

58 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20 年 12 月国民安居指数》显示，12 月全国重点监测的 67

城新房在线均价为每平方米 16521 元，环比上涨 0.61%，其中 37 城新房在线均价环比

上涨。67 城二手房在线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 15787 元，环比上涨 0.26%…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459.html 

来源：新华财经上海 2020-12-30 记者 杨有宗 

http://www.cacp.org.cn/hyzs/9979.j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96&cid=12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196&cid=12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459.html


 

 

29. 多地出台落户新政策，释放了什么信号？ 

进入 12月，广州、无锡、青岛、福州、苏州等至少 5个城市发布落户新政策，降低落户

门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省会城市，福州推出落户“零门槛”；广州正在征求

公众意见的“差别化入户”被称为最宽松一线城市落户政策：只需满足大专或技校学历、

社保满一年、年龄在 28 岁及以下即可在 7 个行政区落户。 

 

此前降低落户门槛多集中在二三四线城市，此次省会城市甚至一线大城市也加入其中，

释放出什么信号…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466.html 

来源：中国建设监理协会  2021-01-01 

 

30. 报告预计：2021 年中国房价同比涨 5% 长三角涨幅靠前 

贝壳研究院 29日发布的《数字化居住：2021年新居住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中国楼

市总体平稳，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收窄至5%左右，同时区域市场表现继续分化，

长三角房价涨幅靠前…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465.html 

来源：中国建设监理协会  20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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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466.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4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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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