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 

 

1. 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文字摘要） 

3 月 5 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3/05/content_5590492.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3-05 

 

2. 两会  专访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揭秘“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诞生过程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是如何诞生的？编制过程和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有何不同？又

凝聚了怎样的集体智慧？总台央广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

划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周南。 

 

2019 年 2 月，一份有关开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请示从国家发改委报送到了国

务院，这就是“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起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3/t20210308_1269143.html 

来源：规划司  2021/03/08 

 

3. 一图读懂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内容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5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05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3/05/content_5590492.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53.html


 

 

4. 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子” 努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

新成效 

七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掀开了京津冀三省市发展新的历史篇章…回

顾七年的工作，我们为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倍感自豪；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和

奋斗目标，我们满怀信心。 

（一）七年耕耘、披荆斩棘，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累累硕果 

（二）深入领会、提高站位，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讲话的精

神实质和深刻内涵 

（三）奋发有为、开拓进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3/t20210308_1269106.html 

来源：地区司  2021/03/08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 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到 2023 年年底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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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底前，窨井盖安全管

理机制进一步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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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ydt/202103/t20210303_249312.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报》 2021/03/03  作者﹕宗边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3/t20210308_126910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03_249312.html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委会召开全体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3月 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王蒙

徽专门作出批示，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小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

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3/t20210304_2493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4 支安 

 

7. 运用房屋网签备案信息 发挥公共服务效能——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副厅长任勇 

“今年我把去年关于房屋网签备案的提案又作了进一步深化、细化，更有针对性地提出

了一些建议。”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任勇在接受《中国建设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政协委员，自己更多地关注

自身所在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然后通过不断调研、听取多方意见，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05_24934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5 记者 龚后雨 

 

8. 高度重视房屋安全问题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访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筑设计的标准也经历数次更新、不断提高。相较而言，

早期建设的房屋设计标准不高，业主在使用过程中常常出于功能或环境改善的需要进行

装修拆改，甚至改变承重结构，易发安全事故，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此，既有房

屋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部分节选）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3/t20210304_249326.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05_249344.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08_24936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8 记者 周丽 

 

9. 全国政协常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今年将从八方面全力实施城市 

“城市的核心是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提

高城市承载力、防治各类“城市病”开药方，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3月 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十四五”时期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战略：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3/t20210308_24937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6 

 

10. 全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城乡建设工作重点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其中有关城乡建设主要

目标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26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08_249369.html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3/t20210308_249370.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26


 

11. 717 件建议提案件件关系民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回应代表委员关切 

717 件建议提案件件关系民生。张小宏介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的建议提案集中反

映在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提升城市品质。包括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城市更新等。 

二是关于房地产市场监管。包括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物业服务、中介服务监管。

三是关于建筑市场监管。包括推动建筑业资质改革、发展装配式建筑等方面。 

四是关于农村建设。包括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推进农村垃圾处理等。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8/18393.html 

来源：人民网  2021-03-08 

 

12. 政府工作报告：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2021 年，我国将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

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

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00.html 

来源： 新华网  2021-03-05 

 

13. 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 万个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我国将继续扩大有效投资，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 5.3 万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8/1839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0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299.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3-05 

 

14. 全国人大代表王诚：提升物业管理水平，让老百姓住得舒心 

“随着蚌埠市城镇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深化，当下蚌埠人民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环境也更好了，与此同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管理水

平及物业服务水平，也与百姓的幸福指数挂上了钩，物业服务行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的地位日益突出。”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市长王诚接受《中国

建设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7/18371.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龚后雨  2021-03-07 

 

15. 全国政协委员揭新民：给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上保险” 

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揭新

民始终关注工程建设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去年两会期间，他带来的提案是《依托

BIM 技术等科技手段，在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领域，建立投资管控和协同管理平台的建

议》，今年两会，他带来了《关于建立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提案》。（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7/18370.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龚后雨  2021-03-07 

 

16. 铸牢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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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29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7/1837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7/18370.html


 

建议》中，“安全”一词被提及 66 次，足见其重要性，质量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底

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29.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栾德成   2021-03-05 

 

17. 政府工作报告：有序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1 年，我国将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

力度。强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联防联控，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率达到 70%。整治入河入海排污口和城市黑臭水体，提高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和园

区工业废水处置能力，严格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继续严禁洋垃

圾入境。有序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

收集处理。研究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拥

有更多碧水蓝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38.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3-05 

 

18. 全国人大代表吴晨：迈向文化自信的城市复兴 

城市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在吴晨看来，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建设方面的现代化，

对精神的追求也同等重要；城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永远在变化中，文化也永远在发展

中；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延绵的内在动力是不会改变的。提倡文化自信，归根结底就是要

在发展城市的社会经济的同时推动文化的发展，以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提高社会的凝

聚力，增强社会的活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2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5/1833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8/183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周丽  2021-03-08 

 

19. 测绘科技显身手 农户增产又增收 

架装载着 10 公斤药水的八旋翼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方来来回回，一会低空穿梭，一会空

中悬停，沿着预设航线精准穿插，所经之处洒落一层薄薄的药雾。现在，这样的场景对

于黑龙江省海伦市兴海村的村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 

 

兴海村是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扶贫点。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该局组织科技攻

关，发挥测绘技术特长，通过将高精度定位和地图技术融合搭载植保无人机，实现亚米

级的综合高精度植保服务，从而促进农户增产增收，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插上了科技翅膀、奠定了坚实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3/t20210302_2615594.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张俊 谭继强 孟婷 2021-03-02 

 

20.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全文来了 

导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交通运输部

发文“深刻认识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大意义”。后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全文。 

 

交通运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与《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共同构成指导交通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进入新发展阶段，建设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hyzs/10344.j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08/18375.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3/t20210302_2615594.html
http://www.cacp.org.cn/hyzs/10344.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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