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3 月 1 日 星期一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编制本规划纲要。规划期为 2021 至 2035 年，远景展望到

本世纪中叶。 

一、规划基础（一）发展现状 （二）形势要求 （三）运输需求  

二、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 （二）工作原则  （三）发展目标 

三、优化国家综合立体交通布局 

（一）构建完善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二）加快建设高效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三）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 

（四）完善面向全球的运输网络 

四、推进综合交通统筹融合发展 

（一）推进各种运输方式统筹融合发展 

（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 

（三）推进区域交通运输协调发展 

（四）推进交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五、推进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一）推进安全发展 （二）推进智慧发展 （三）推进绿色发展和人文建设（四）提升

治理能力 

六、保障措施（一）加强党的领导 （二）加强组织协调 （三）加强资源支撑 

（四）加强资金保障 （五）加强实施管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4/content_5588654.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2-24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4/content_5588654.htm


 

2. 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

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决策部署，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精神，

进一步深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政府职能转变办公室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安排，现就建立健全招标

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二、严格规范地方招标投标制度规则制定活动。 

三、加大地方招标投标制度规则清理整合力度。 

四、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 

五、畅通招标投标异议、投诉渠道。 

六、建立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常态化征集机制。 

七、落实地方主体责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2/t20210225_1267905.html 

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02/25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广电总局办公厅 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窨井盖是城市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窨井盖安全管理事关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群众生

产生活安全保障，体现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近年来，窨井盖安全管理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但一些地方仍存在窨井盖权属不明、维修养护不到位等问题，人员坠井伤亡事

故时有发生。为进一步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强化城市运行安全保障，有效防范事故发

生，现提出以下意见。 

 

工作目标﹕到 2023 年底前，基本完成各类窨井盖普查工作，摸清底数，健全管理档案，完

成窨井盖治理专项行动，窨井盖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到 2025 年底前，窨井盖安全管理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2/t20210225_1267905.html


 

机制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明显加强，事故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和应急处置水

平显著提升，窨井盖安全事故明显减少。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102/t20210226_249270.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02/26 

 

4.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高规格发布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对各地区、各部门准确把握发展新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经济发展加快注入绿色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明确要求

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这是

实现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具有重大意义

和深远影响。 

 

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二、推动构建绿色经济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首要途径 

三、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 

四、加快科技创新和政策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催化剂和加速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2/t20210223_1267739.html 

来源：来源：环资司 2021/02/25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高水平规划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促进长三角地区深化改革、协同开放，制定本方案。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102/t20210226_249270.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2/t20210223_1267739.html


 

发展目标﹕到 2025 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基本建成。中央商务区和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功

能框架与制度体系全面确立，综合交通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作用进

一步发挥。到 2035 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全面建成，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升我

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重要载体。（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2/t20210224_1267780.html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02/22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建筑市场部分评比表彰奖项信息归集共享试点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决定开展建筑市场部分评比表彰奖项信息归集共享试点工

作，旨在完善建筑市场评比表彰奖项信息共享和公开机制，减轻建筑业企业重复提交证明材

料的负担，提高建筑业政务服务质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要依法依规确定试点奖项清单。各省级主管部门按照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18 年 12 月 21 日印发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规定，将本单位主

办或主管的有关试点奖项的名称、主办单位、评奖周期等基本信息和省级及以上党委、政府

批准设立该奖项的有关文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

司。涉密或依法不予公开的奖项不纳入试点奖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2/t20210225_24925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2.25 宗边 

 

7. 16 万套！广东提前超额完成住房保障任务，今年全面改造老旧小区 

2 月 26 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点工作部署暨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广东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住房保障目标任务，今年将全面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2/t20210224_1267780.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2/t20210225_249250.html


 

会议指出，2020 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全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 2015 年的 32.25 平方米提高

至 2019 年的 35.73 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 42.14 平方米提高至 48.68 平方

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http://zfcxjst.gd.gov.cn/xwzx/zxdt/content/post_3232226.html 

来源：南方网 2021-02-28  

 

8. 老旧小区改造迎来“升级版”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又有利于促消费稳投资、有效

扩大内需。这一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有什么新特点？给百姓生活和消费带来了哪些变化？

改造中普遍面临的“人”“地”“钱”等难题又该怎样破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鲜活故事，看看各地的新实践、新变化、新探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2/17954.html 

来源：人民日报 2021-02-22 

 

9. 北京拟规划中心城区防洪标准达 200 年一遇 到 2035 年常规降雨条件下不发生内涝 

日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关于《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0 年

-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草案的公示，公示期限 30 天。《规划》涵盖防洪及

河道、雨水与防涝、生活垃圾等 14 项专业内容。《规划》提出，到 2035 年恢复官厅水

库饮用水源功能，中心城区（不含海淀北部地区、丰台河西地区）防洪标准达到 200 年

一遇，到 2035 年常规降雨（设防标准降雨）条件下不发生内涝灾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1/18138.html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1-03-01 

 

http://zfcxjst.gd.gov.cn/xwzx/zxdt/content/post_323222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2/1795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1/18138.html


 

10. 河北今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3057 个 

日前，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 2021 年 20 项民生工程”新闻发布会。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赵春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赵春旺介绍说，2018 年，河北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19、2020

年，河北省委、省政府连续两年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全省重点实施的 20 项民心工程，

2018-2020年，全省三年共改造完成老旧小区 6311个，惠及居民 141万户。2021年，

河北省继续把老旧小区改造纳入 20 项民生工程大力推进。今年，全省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3057 个，涉及居民 52 万户，是近年来改造任务量最多的一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5/18035.html 

来源：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2-25 

 

11. 广东部署 2021 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八项重点工作任务 

日前，广东省召开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重点工作部署暨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会议研究部署 2021 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1/18143.html 

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3-01 

 

12. 地方两会高频词：城市更新与住有所居 

在地方两会上，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总结了过去取得的成绩，也向外界展现了

“十四五”时期及 2021 年的政府工作计划。（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4/1801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2-2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5/1803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1/1814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4/18010.html


 

13. 规范装修房行为 确保消费者权益 莆田出台新建商品住宅装修销售管理办法 

“新建商品房住宅装修销售管理办法的出台，将更好地解决精装修商品住房在建设、销

售、交付等环节出现的问题，规范各方主体行为，确保工程质量，让市民在购买装修房

时，无论在价格还是质量方面，都能得到有效且充分的保障。”福建省莆田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4/1801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2-24 

 

14. 房企 1 月业绩迎“开门红”未来将面临更多新挑战 

上市房企日前陆续发布 2021年 1月销售数据，多家企业迎来牛年“开门红”。机构数据

显示，受 2020 年同期低基数影响，2021 年１月，TOP200 房企整体销售业绩同比增速

达到 65.5％，从拿地规模来看，房企投资回归一二线城市趋势不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4/1801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2-24 

 

1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有关工作的通

知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相关工作程序，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有关工作通知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481 

来源：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2021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4/1801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2/24/18014.html
http://www.bjzjxh.org.cn/ShowSampNews.aspx?id=8481


 

16. 广东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4 日，2021 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在穗召开。“十三五”时期，广东文化和旅游

事业与产业取得显著成绩，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硕果累累，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5 年来广东文旅创下十个全国第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6971.html 

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    2021 年 02 月 26 日 

 

17. “改”出百姓新生活（老旧小区换新颜）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能让多少居民得实惠？ 

从住建部调研摸底的情况看，全国 2000 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约 22 万个，涉及居民上

亿人。 

老旧小区改造，改观小区面貌——“脏、乱、差”变成“净、畅、美”，一个个老社区

“靓”起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301/c1008-32038763.html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18. 新版《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 月 15 日，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进行修订的决定。本次修订着重围绕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强化国土空间规划权威性作

了制度安排。（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11 

来源： 人民网  2021-02-26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6971.html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301/c1008-32038763.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11


 

19. 全国首个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在川出台 

近日，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四川省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从总

体要求、基础工作、规划主要内容、协调论证、规划报批 5 个方面对四川省市级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提出了具体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10 

来源：四川发布   2021-02-26 

 

20. 广州出台违法用地上建筑物没收处置办法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对依法没收的违法用

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移交处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提升自然资源执法水平，广州首个针对违法用地上建筑物没收处置的管理规定《广州市

违法用地上建筑物没收处置办法》，已在该局网站上进行公示。 

 

据悉，该《办法》填补了长期以来广州市关于没收违法建筑物后续处置的制度空白，有

利于推动解决自然资源领域巡视整改反映的没收建筑物“空转”问题。《办法》规定了

对没收建筑物的处置原则、流程和方式，明确对没收建筑物的处置原则为“以拆为主，

应拆尽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224_130988.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2-24 作者：祝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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