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01 月 04 日星期一 

政策法规﹕ 

1.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

市开业执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印发上述《暂行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主要内容包括：(a) 备案对象：从事建筑勘察、设计、监理、造

价、房地产估价等工程建设咨询业务（内地法律、法规暂不允许的除外）的香港企业，包

括工程建设顾问公司、建筑师事务所等；从事建筑勘察、设计等工程建设咨询业务（内地

法律、法规暂不允许的除外）的香港专业人士，主要包括工程建设咨询领域的注册工程师、

注册建筑师、注册测量师以及注册园境师等；(b) 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申请人在广东建设

信息网 “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业执业备案管理平台”填报信

息和上传材料。符合备案条件的，在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在网站公布；以及(c) 经备

案的香港企业和香港专业人士开业执业，应当执行内地技术标准和规范，并遵守内地法律、

法规、规章相关规定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137220.html 

http://zfcxjst.gd.gov.cn/zcjd/wzjd/content/post_3150940.html 

 

2.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2020 年

修订稿）》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交通局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联合印发上述《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稿）》，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主要的修订内容包括：(a) 工商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及

统计关系在南沙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独立核算的

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或机构，符合扶持办法条件的，均可享受扶持办法规定的奖励和扶持；

以及(b) 明确总部企业奖、非总部型企业落户奖、非总部企业经营贡献奖、非总部企业经

营贡献奖、人才奖的申报条件、奖励标准和补充说明等内容。 

原文详情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137220.html
http://zfcxjst.gd.gov.cn/zcjd/wzjd/content/post_31509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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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12.30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有关要求，加快发展物业服务

业，推动物业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居住生活需要，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

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健全

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推动发展生活服务业、规范维修资金使

用和管理、强化物业服务监督管理 6 个方面对提升住宅物业管理水平和效能提出要求…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7_24875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7 记者 张忠山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经国务院同意，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

设施体系化建设，加快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补齐规划建设和安全管理短板，推动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城市安全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8_24876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8 宗边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63.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7_248750.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8_248763.html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要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8/1718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8 

 

6.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办法》加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旨在加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推动地理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提升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原文详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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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王瑜  2021.01.15 

 

测量相关新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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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要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

进全流程在线审批，不断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6_24873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6 宗边 

 

8. 加强党的领导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物业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部房地产市

场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解读《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从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提升物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8/17183.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12/t20201230_248657.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6_248734.html


 

业管理服务水平、推动发展生活服务业、规范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强化物业服务监督

管理 6 个方面对提升住宅物业管理水平和效能提出要求。为帮助各地和相关部门更好地

理解文件精神，《中国建设报》记者专访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相关负

责人，对《通知》进行了解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7_24875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7 记者 张忠山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相关负责人解读《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 

经国务院同意，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开展普查，掌握设施实情；加强统筹，完善协调

机制；补齐短板，提升安全韧性；压实责任，加强设施养护；完善保障措施等 5 个方面

明确了具体措施，并分阶段提出了到 2023 年底前和到 2025 年底前目标任务。为指导各

地做好文件贯彻落实，《中国建设报》记者专访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相关负

责人，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8_24876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7 

 

10. 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谈“房住不炒”

等热点问题 

千针万线，事无巨细，住房和城乡建设处处落脚民生，件件关乎百姓生活。 

 

“十四五”开局之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如何迈好第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有哪些实招？“新市民”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怎样解决？新华社记者就此采

访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7_248753.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08_248764.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1/t20210107_248751.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1.07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在这些省市开展绿色建造试点工作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在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常州市开展绿色建造试

点工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6/167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06  

 

12. 石家庄集中隔离点建设跑出中国速度 

500 亩的荒地，一夜之间，土坡推平、杂草清除干净、地面硬化、板房到位开始吊卸。

石家庄的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建设，再次跑出中国速度…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5/17134.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01-15 作者：戴小河 刘桃熊  

 

13. 2020 土地市场：分化明显，“三道红线”放缓房企扩张步伐 

2020 年重点监测城市的整体供应和成交规模均超过 2019 年。“分化”依然是各地区市

场表现的显着特征，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仍然是房企重仓之地。随着“三道红线”

监管政策的出台，融资收紧背景下，房企拿地有所谨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房企依然

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1/1697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1 作者：王建业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1/t20210107_24875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6/1677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5/1713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1/16970.html


 

 

14. 去伪存真，房地产科技破局 202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的时刻已经到来。 

 

当 2021 年的大幕徐徐展开的时候，回望过去的 2020 年，可以浓缩为不平凡这三个字。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着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加之国际政治时局波云诡谲，跨区域经济活

动受到极大限制，国际影响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增添了诸多未知挑战，经济活动层面，

短期内首当其冲的就是依托实体空间的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领域…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1/1697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1 作者：牛慧丽 

 

15. 一个规定＋一套系统 莆田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信息化监管 

近年来，在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方面，福建省莆田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

目前，莆田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共开通 25 家监管银行链接，监管 43 家房地产企

业开发的 49 个项目共计 244 幢楼（其中 50 幢楼取得预售许可证、22 幢楼形象工程进

度〔总层数〕达 50%、69 幢楼主体工程封顶），累计入账约 56.42 亿元、支出约 32.35

亿元，重点监管资金拨付支出约 18.31 亿元。目前纳入监管的 49 个项目预售资金收支账

目清晰，资金使用符合规定，被监管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未出现停工停产或拖欠工程款、

农民工工资等问题，资金风险总体可控…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3/1703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3 作者：陈志强 牛慧丽 

 

16. 山东出台健康住宅开发建设技术导则 率先将疫情防控内容纳入住宅建设 

疫情之下，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与住宅的深层关系，“健康住宅”也再度成为了房地产

业的焦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1/1697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3/17038.html


 

日前，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考察调研基础上，编制了《山东省健康住宅开发建设

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5/1714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5 作者：周丽 

 

17.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环境正当时 

伴随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住区老龄健康居住环境发展，解决既有住区高龄、失能、独居

和空巢老年人的居住生活问题及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成为急需破解的社会问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3/1704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3 作者：伍小兰 王羽 

 

18.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 技术与文化赋能高品质住宅建设 

新的建筑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中国城市的容貌，同时，人们对美好居住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住宅设计建造不合

理影响购房者幸福感的话题一再被提及、讨论。在此背景下，如何使住宅设计符合现代

购房者日益变化的生活习惯，成为亟待解决的行业难题。绿色、创新、蕴含文化内核、

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能为城市结构带来附加价值，并最终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建

筑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3/1704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13 作者：刘知己 

 

19. 新变局之下 中国建筑业的变与不变 

在新时期，全行业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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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建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5/1714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3/1704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3/17041.html


 

议》），准确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思想内涵，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

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于新变局中构建新

发展格局…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8/1689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8 

 

20. 人民健康至上，健康城市建设步伐需切实加快 

“城市是人民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 60%，建

设健康城市，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近期公开

表示，伴随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在面临一系列“城市病”问题的同时，

人口老龄化、亚健康及慢性病蔓延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出现，让加快建设健康城市显得更加迫切…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8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4 作者：高洋洋 

 

21.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沈阳篇 

辽宁省沈阳市从 2009 年开始推动以装配式建筑为主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2011 年成

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现代建筑产业化试点城市，2014 年成为首个国家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

城市，2017 年又被列入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名单。截至 2020 年 11 月，沈阳

已累计推广装配式建筑面积近 4000 万平方米…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8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4  作者：高洋洋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8/1689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8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89.html


 

22.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情况研究——天津篇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中，

包括天津市在内的 30 个城市被认定为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天津达因建材有限公

司、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一并被认定为第一批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9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4 作者：程小红 

 

23.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让新职业更好助力行业新发展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

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自有建筑工人队伍建设，引导建筑业企业加强对装配式建筑、

机器人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和建造科技的探索和应用；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对

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新兴职业（工种）建筑工人培养，增加高技能人

才供给…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9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4 作者：魏文林 

 

24.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周静敏：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需加快推广应用科技成

果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 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8方

面重点工作。其中，在“加快发展‘中国建造’，推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明确，

要积极推广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建造方式，完善装配式建筑标准体系，推动装配式建筑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逐步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在此目标要求下，进一

步厘清近些年装配式建筑的具体发展情况、已经取得的成绩、接下来该如何按要求更好

推进等，非常有必要…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9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94.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9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4 作者：程小红 

 

25. 2020 年智慧城市热点事件 

2020 年，对智慧城市领域而言，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

考验着智慧城市建设水平；新基建发展如火如荼、5G 快速发展一周年、中国北斗完成全

球组网，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竞相角逐、城市大脑建设逐步加快，政府层面、研究机构等

纷纷跟进……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6/1679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6   

 

26. 多元融合 构建“十四五”智慧城市发展新蓝图 

“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怎么建，建成什么样？近期，随着部分省份“十四五”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陆续发布，“十四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晰。

智慧社区、数字乡村、数字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正在展开…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6/1680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06 作者：张佳丽 陈 宇 

 

27. 土地管理从严从紧 城市更新持续攻坚 

2020 年 12 月，广州市印发了《综合施策解决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和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土

地管理工作健康发展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以开源节流、疏堵结合、

奖惩并举、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通过综合施策全面遏制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势头，推动

广州市土地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14/1709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6/1679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06/16803.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114_130605.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肖乃花 2021-01-14 

 

28.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通知》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 

1 月 6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强调充分认识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的重要性，严格执行土地使用

标准控制制度，促进无标准建设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规范开展节地评价工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1/t20210118_259883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刘静文  2021-01-18 

 

29.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试管理改革启动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等 3 家单位成试点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颁布《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试管理服务提供方制

度试点实施办法（试行）》，启动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考试管理改革工作，并选定中

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三家单位作为这次改革的服务提供方试点单位…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1/t20210111_259771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于德福  2021-01-11   

 

30. 部委动态 | 解读《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有关负责人接受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采访，对《办

法》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后附《办法》原文…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0129.j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114_130605.s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1/t20210118_2598833.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1/t20210111_2597711.html
http://www.cacp.org.cn/ghqy/10129.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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