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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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十三五”时期，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粮食年产量连

续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较 2010 年翻一番多。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

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

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村即将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实践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重农强农的战略

决策完全正确，党的“三农”政策得到亿万农民衷心拥护。 

（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来源： 新华社 2021.02.21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报哈尔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建设管理有关问题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哈尔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建设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

通报。通报指出，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发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存在工程

进度慢、征求意见不充分等问题；哈尔滨市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偷工减料、围标串标、

弄虚作假等问题作出严肃处理并进行了通报。各地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在推动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中，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健全动员居民参与机制，抓好组织实施，把好事办实

办好。 

关于工程进度慢、征求意见不充分问题，哈尔滨市道外区 52 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有 15 个原计划 2020 年 5 月底前开工，但直至 9 月底仍未开工；有 8 个原计划 2020 年 9 月

底前竣工，至今仍未竣工。道外区搪瓷小区、宁安街小区改造项目，居民同意改造率未达到

当地规定的最低比例，却仍被纳入改造计划、强行启动改造，致使项目实施频繁受阻。（部

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 

来源： 《中国建设报》 2021.02.09 宗边 

 

3. 第二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出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 

通知指出，引导有条件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重要内容，对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推进惠民生扩内需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各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决策部署，主动回应群众期盼，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居民主体、社区协商、政府支

持、多方参与、保障安全的原则，采取一梯一策、多策并举等措施，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10/1781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4. 北京今年建“3个 100”重点工程 总投资超 1.3 万亿元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公布 2021 年“3 个 100”重点工程计划。项目总投资超

1.3 万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2780 亿元、建安投资约 1256 亿元，包括 120 个新开工

项目和 180 个续建项目。 

“3 个 100”北京市重点工程主要包括 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00 个重大民生改善

项目、100 个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项目。（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10/1781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19/17879.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2-19 

 

5. 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示范文本）》 进一步规范全

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清晰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人双方权利

边界，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保护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河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

有关法规、规章，制定了《河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示范文本）》（以

下简称《协议（示范文本）》），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2/17924.html 

来源：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2-22 

 

6. 春节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专门印发通知对春节期间安全防范工

作作出部署。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单位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和应急值守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加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运行安全。督促指导各地组织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加强人员安全教育，细化完善安全防控措施。强化应急值守，实行日报制

度。建立工作情况日调度制度，整理形成《春节期间每日全国园林绿化与公园安全管理工

作动态》，重点加强城市公园、动物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稳定运行监控，及时做好相关

信息收集处理和报送工作。各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城市安全运行工作，加强城市公园、

动物园等场所安全管理，严防拥挤、踩踏等事故发生。开展城镇供水、燃气、排水与污水

处理、垃圾处理等设备设施的巡查维护，确保节日期间各个系统安全运行。严格落实国家

疫情防控要求，加强环卫人员安全防护，做好对一线环卫人员关心爱护工作。各地市政公

用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未发生影响较大的安全事故。（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19/1787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2/17924.html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2/t20210222_24919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2.22 支安 

 

7. “坡改梯”改出新天地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自然资源局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在天祝县大红沟镇红沟寺村、

马路村等相继完成多个山坡改梯田项目，有效治理了水土流失等问题，并新增梯田 1.5 万余

亩，为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产业、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奠定了基础。

（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10_130895.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李源林 

 

8. 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方案》明确围绕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域海岛 7 类自然资源，构建

国家级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实现对各类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成果的逻辑集成、

立体管理和在线服务应用，形成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一张底版、一套数据。（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19_130905.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2.19 作者：宁 晶 

 

9. 城市管理智能化 便民服务精准化 

“时空大数据地图让人人都有了一双透视眼。”近日，记者采访重庆市时空大数据展

示中心时，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信息所所长梁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三维地图。 

 

通过这张地图，既能看到实景的重庆城市面貌，也能了解每栋写字楼入驻企业的相关信

息，甚至能看到城市地下管网的分布情况；既能看到从万米高空拍摄的影像，也能看到一盏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2/t20210222_249191.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10_130895.s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19_130905.shtml


 

路灯、一棵树放大后的模样；既能看到这座城市现在的样子，也能看它过去的模样……（部

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09_130863.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2.9 作者：魏智兰 季英 

 

10. 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智慧监管平台出实招 

长期以来，施工质量安全监管一直延续着“尺量、锤敲”的传统方式，现场监督检查必

须携带相机、检查表，使用纸笔记录检查结果，数码相机拍摄影像资料，再以纸质通知单的

方式通知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完成后需要施工单位报送相应的整改报告……在实际工作中存

在着文字、影像资料保存困难、监督人员与施工管理人员沟通不便、整改反馈耗时长、效率

低、易出错等诸多痛点。（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4/177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2.22 作者：郝 桐 

 

11.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城市经济新引擎——全国首批 30 个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发展

情况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大而不强、产业链协同水平不高、组织管理碎片化、建造方式粗

放落后等问题较为突出。基于此，为加快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尽早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建筑工业化道路，

大力发展以“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

用”为内核的装配式建筑，顺势成为近几年来我国建筑业创新变革的重要举措。（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18/1785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2.18 作者：中国建设报社装配式建筑调研组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09_130863.s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4/177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18/17855.html


 

 

12. 以 CIM 平台为引擎，助力城市空间管理精细化 

随着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为代表的新基建快速发展，智慧城市也步入了发展

“快车道”。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运用建筑信息模型系统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查审批和

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设试点”的试点城市之一，厦门正在加快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

设步伐，让城市服务更智慧，居民生活更安全、便捷和舒适。（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2.09 作者：张晓宏 

 

13. 关于组织推荐广东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机构（第一批）的通知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

发广东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市监〔2020〕106 号）精神，

为加快推进我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作，现决定开展广东省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机构（第一批）

组织推荐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225922.html 

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02-10 

 

14. 聪明的车 智能的路 智慧的城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随

着智慧城市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

新型道路基础设施也显得愈发重要。2020 年 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把“构建先进

完备的智能汽车基础设施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92.html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22592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8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2.09 作者：文 捷 

 

15. 科技守护脚下安全让城市发展多一道安全保障 

信息时代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建设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而智慧城

市建设与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息息相关。地下市政工程设施由城市地下管

线、地下通道、地下公共停车场、人防设施等组成，涵盖了城市建设的诸多方面，这些市政

基础设施能否实现高效运作、数据共享、互联互通、智能监管，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点。（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8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2.09 作者：张佳丽 

 

16. 破解养老难题：智慧社区养老托起幸福晚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预测，到 2022 年左右，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

到 14%，中国社会将由“老龄化社会”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现阶段，我国主要有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 3 种养老方式。在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过程中，社区养老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在各地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智慧社区作

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智慧城市的兴起也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利用信息化手

段拓展养老服务渠道、增加养老服务供给，成为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的重点，这种情况下，智

慧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将现代科技手段和养老产业结合起来，整合资源、

优化配置，推动养老服务智慧升级，弥补了传统养老方式在服务和产品供给中的不足，是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举措。（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8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2.09 作者：白 玲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8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8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09/17789.html


 

 

17.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企业跨地区承揽业

务要求设立分（子）公司问题治理工作的通知 

现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企业跨地区承揽业务要求设立分（子）公

司问题治理工作的通知》（建办市函〔2021〕36 号）转发给你们，并对我省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开展建筑企业跨地区承揽业务要求设立分

（子）公司问题治理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222898.html 

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  2021-02-05 

 

18. 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以下简称三龙湾）位于广佛接壤区域，与广州南站一河之

隔，为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交汇区域，是佛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平台，是做

大做强广佛极点、推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的重点创新平台。为深入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认真落实广东省委、省

政府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部署，将三龙湾打造成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要发展平台和珠江西岸创新极核，制定本规划。（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316475.

html 

来源：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02-20 

 

19.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盾构施工安全质量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当前，我市轨道交通工程在建里程达到 305公里，在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在施

盾构区间已达 20段，地下同时在用盾构机达到 38台。我市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文物古迹、

各种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密布，周边环境风险因素众多。随着工程线路埋深不断增加、地下

http://zfcxjst.gd.gov.cn/xxgk/wjtz/content/post_3222898.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316475.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316475.html


 

水位不断上涨，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为进一步规范盾构机使用和盾构施工安全质量管理，

消除盾构施工安全质量隐患，我们研究制定了《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盾构施工安全质量

管理办法》。（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453 

来源：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20.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广州穗港智造合作区建设实施方案》

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战略部署，更好发挥广州开发区与香港产业

合作底蕴深厚优势，进一步提升穗港产业协同创新水平，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强化

高端资源要素集聚能力，培育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开放发展新优势，加快推动广州穗港智造合

作区（下称合作区）建设，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二）发展定位。 （三）空间布局。  （四）建设

目标。 

二、主要任务（一）打造智能制造合作新空间。（二）构建科技引领产业升级共同体。

（三）打造国家级经开区转型新标杆。（四）建设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 

三、保障措施（一）加强组织保障。（二）强化政策协同。（三）加强风险防控。 

（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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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345.html 

来源：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1. 港澳规划师可在粤提供规划专业服务 

 日前，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关于港澳籍注册城市规划专业人士在广东省执业备案有

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经备案登记的港澳注册城市规划师，可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453


 

在广东省内提供规划专业服务。（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6536.html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2021 年 02 月 22 日 

 

22. 横琴社区服务融入澳门特色 

近日，澳门街坊总会横琴综合服务中心（下称“澳街总横琴中心”）荷塘社区部、珠

海市横琴新区荷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址），澳街总横琴中心新家园社区部、新家园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址）正式揭牌启用。 

澳街总横琴中心自 2019 年 11 月在珠海横琴新区小横琴社区正式落成，启用以来已服

务琴澳居民超 1.5 万人次，其通过先进的设备及新颖的服务手法，为解决“一老一小”照顾

难题提供了“澳门方案”。此次澳街总横琴中心的两个社区部揭牌，是横琴社区服务融入澳

门特色，向琴澳居民提供澳门特色社会服务的进一步深化。（部分节选） 

原文详情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6538.html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2021 年 0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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