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行动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全文如下。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现就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制定以下行动方案…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31/content_5583936.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1.31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 

2016 年以来，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积极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

建筑确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工作进展缓慢、存在漏查漏报等情况，拆除破

坏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盗卖历史建筑构件和异地迁建等问题时有发生，对城镇风貌

和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强化历史文化保护，现就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建筑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 加强普查认定，尽快完善保护名录 

三、 推进挂牌建档，留存保护对象身份信息 

四、 加强修复修缮，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使用价值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1/31/content_5583936.htm


 

五、 严格拆除管理，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101/t20210126_248953.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2021.01.18  

 

3. 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部建筑市场监管司相关负责人解读《指导意

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做实产业工人培育载体、加强建筑工人技能培

训、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改善建筑工人生产生活环境 4 个方面明确了 11 项主要任

务，提出了到 2025年和 2035年的工作目标。为指导各地做好《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工

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19_24885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9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 做好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研究论证度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

研究论证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消防设计审查工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19_24885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9 宗边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对绿色建筑标识的申报和审查程

序、标识管理等做了相应规定。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101/t20210126_248953.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19_248858.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19_248857.html


 

据了解，管理办法所称绿色建筑标识是指表示绿色建筑星级并载有性能指标的信息标志，

包括标牌和证书。绿色建筑标识授予范围为符合绿色建筑星级标准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标识星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3 个级别。其中，三星级标识认定统一

采用国家标准，二星级、一星级标识认定可采用国家标准或与国家标准相对应的地方标

准。新建民用建筑采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工业建筑采用《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

准》，既有建筑改造采用《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19_24885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19 宗边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快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尽快建立健全以农村厕所建设改造、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农村

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林草局七部门于近日印发《关于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根据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明确了五大方面三个层级的农村人居环境

标准体系框架，确定了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实施推广等重点任务，提出了运行机制、工

作保障、技术支撑、标准化服务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指导意见》的发布，将有助于

充分发挥标准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引领、指导、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6/1741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26 

 

7. 2020 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水平整体平稳微升 供地面积环比增加 41.79% 

近日，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发布《2020 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0 年第四季度全国地价水平整体平稳微升，全国综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1/t20210119_24885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6/17415.html


 

合、商服、住宅地价环比增速持续上升；综合、住宅、工业地价同比增速转降为升。 

 

《报告》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总体地价环比增速为 0.63%，商服、

住宅、工业地价环比增速依次为 0.24%、0.96%、0.4%。全国主要监测城市总体地价较

去年同期增长 1.75%，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同比增速依次为-0.11%、3.11%、0.96%。

其中，综合、住宅地价同比增速在持续两年之余的逐季放缓后，本季度首次出现上升；

商服地价同比增速连续 10 个季度放缓，工业地价同比增速由降转升…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0/1721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1.20 

 

8. 2020 年土地市场：分化明显 部分房企拿地放缓 

2020 年土地市场的表现打破了年初的悲观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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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收紧背景下，房企

拿地有所谨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房企尽管财务状况不佳致使扩张放缓，但没有停止

扩张的步伐…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0/1724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20 作者：王建业 

 

9. 2020 楼市透视 稳中向好 景气指数回升 

商品房销售额突破 17 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突破 17 亿平方米……国家统计局近日发

布的《2020 年 1~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向外界展示了 2020 年我国

房地产行业的运行情况…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7/1744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0/1721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0/1724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7/1744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27 作者：王建业 

 

10. 邓 烜：提升建筑隔震水平 助力打造韧性城市 

近年来，我国地震灾害频发，不仅给社会生活生产带来极大损失，也严重威胁到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为此，韧性城市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以下

简称“标准院”）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邓烜认为，韧性城市理念有多个维度，抵御地震

灾害便是其中之一…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0/1724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20 作者：王建业 

 

11. 标准化建设 为加快培养高素质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助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欲尽其能，必先得其法。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不但应有科学规划、现代化装备技术，更要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建筑产业

大军。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工作，将其

作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继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要求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分类健全人才评价

标准…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2/17329.htm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22 作者：鞠洪芬 

 

12. 箱式钢结构集成建筑模块体系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 

2016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以装配式建

筑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2020年 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0/1724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2/17329.htm


 

部门联合发文提出，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以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以工程全

寿命期系统化集成设计、精益化生产施工为主要手段，整合工程全产业链、价值链和创

新链，实现工程建设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低排放的建筑工业化。与此同时，各地

方政府均针对装配式建筑颁布具体的实施意见、规划和行动方案，积极通过税费优惠、

用地支持、财政补贴、容积率奖励等多种方法给予产业发展充分激励…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2/1732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22 作者：陈 洋 

 

13. 自主 BIM 技术助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性文

件，《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

其中之一。 

 

《指导意见》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强新型基础设施

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以“新城建”对接“新基建”，引领城市转型升级，推进城市现代化。 

 

《指导意见》提出了七大任务，其中“全面推进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和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是今后建筑业发展的两条主线…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2/173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1.22 作者：姜 立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答记者问 

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出台《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2/1732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1/22/17327.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1/t20210127_1265927.html 

来源：地区司  2021/01/27 

 

15. 3 条线 115.8 公里！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获批 

  今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上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

第二期建设规划（2021-2026 年）的批复》。根据批复，本期建设 2 号线二期、4 号线

一期、11 号线 3 条线路，总长度 115.8 公里，设车站 61 座，总投资 772.13 亿元。项目

建成后，佛山市将实现地铁通达五区，形成 6条运营线路、全长 252.4公里的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foshan.gov.cn/gzjg/fssgdjtj/zwdt/gzdt/content/post_4689144.html  

来源： 佛山轨道交通局 2021/01/26 

 

16.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广东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的通知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建质〔2014〕103 号)、《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受理 2020 年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申报的通知》(粤建市函〔2020〕358

号)要求，我厅组织对建筑业企业申报的 1847 项工法进行了评审。经形式审查、专业组

评审、评审委员会审核和结果公示等程序，“建筑钢结构制造机器人焊接工法”等 705

项工法被审定为 2020 年度广东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现予公布。… 

 

原文详情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184016.html 

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  2021 年 01 月 19 日 

 

17. 《全过程工程咨询涉及工程监理计价规则研究》课题工作会议在沪召 

12 月 30 日下午，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全过程工程咨询涉及工程监理计价规则研究》课

题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学军、副秘书长温健等领

导出席。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秘书长徐逢治，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建设工程监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1/t20210127_1265927.html
http://www.foshan.gov.cn/gzjg/fssgdjtj/zwdt/gzdt/content/post_4689144.html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184016.html


 

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花强等课题组部分代表参加会议。（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637.html 

来源： 工程咨询网  2021-01-31 

 

18. 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专家审查意见的公示 

按照《行政许可法》及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我部对近期申请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的申报材料组织了专家审查，现将专家审查意见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http://www.mohurd.gov.cn）予以公示，以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企业申报材料中的

人员、代表工程业绩等详细情况，可通过点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主页→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行政审批专栏→资质申报基本信息公示”进行查询…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643.html 

来源： 工程咨询网  2021-01-31 

 

19. 中办国办印发《方案》 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

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推进市场提质增效，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01_130778.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薛亮 2021-02-01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637.html
https://www.zgjsjl.org.cn/ggtz/532643.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01_130778.shtml


 

20.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实施情况的报告 

总体规划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以来，将精心组织实施总体规划作为本市三件大事之一，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组织实施。 

 

加强事前统筹部署，制定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从规划编制、重点功能区重大项目、

专项工作、政策机制 4 个方面明确 102 项重点任务清单，落实到各区、各部门和有关单

位。… 

 

原文详情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u99BNyoJ4etNAs60lbOVw 

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21. 浙江：城市设计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早在 2018年 5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是国内首部城市景观风貌专项立法，是浙江“走在前列谋新篇”的一次成功实践。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明

确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

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启动了《浙江省城

市景观风貌条例》修正工作。2020 年下半年，《浙江省城市景观风貌条例》（修正）经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实施…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254 

来源：记者 胡盛东 2021-02-01 

 

22. 广东自贸试验区将打造粤港澳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区 

年进出口突破 7万亿元大关，占全国超过 1/5；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 1600亿元，占全国

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4 万亿元，占全国 1/10……日前举行的全省商务工作会

议，透露了“十三五”期间的重大突破。其中，2020 年，广东全年实现进出口 7.08 万

https://mp.weixin.qq.com/s/Uu99BNyoJ4etNAs60lbOVw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254


 

亿元，连续三年超过 7 万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1620.3 亿元，增长 6.5%，规模创历史新

高…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4791.html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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