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常委会工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

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加强立法

和法律监督，努力使各项工作更好围绕中心和大局、更好服务国家和人民。例如：强化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及时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接着

就这一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展执法检查，随后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强化公

共卫生法治保障，及时制定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成立专班分批推进 30 部法律的制

定和修改工作；坚决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根据香港形势发展对法律的需求，

及时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和有关建议的报告，形成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并提请大会审议；助力脱

贫攻坚战，加快推进“三农”立法工作，围绕脱贫攻坚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

题调研；持续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用 3 年时间完成污染防治领域最为重要的大气

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检查，特别是土壤污染防治法

实施一年半即跟进执法检查，有力推动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用法治力量推动优化营商

环境，检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情况，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备案审查，今年还将修

改反垄断法；为适应国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律支撑，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草案，及时制定出口管制法，修改专利法；积极回应社会治理领域热点问题，社区矫正

法出台之后，紧接着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等等。这些工作，落实了党中央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315/c1001-32050990.html 

来源：人民网  2021 年 03 月 15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315/c1001-32050990.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P020210313315693279320.p

df 

 

3. 临港区 8000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面复工 

2 月 24 日下午，在临港区西黄岚村高位蓄水池的施工现场，10 多名工人正在加紧基础

砌筑，铲车往来穿梭，不断运输着砂浆和石料。 

 

今年，为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实现“规范建设年”乡村振兴大突破，临港区紧盯农田项

目建设的有利时机，实现 8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复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fggz/nyncjj/zdjs/202103/t20210309_1269186.html 

来源： 山东省威海市发展改革委 2020.03.09 

 

4. 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加快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和智能建造——访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玉志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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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09_24938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9 记者 周丽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P020210313315693279320.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P020210313315693279320.pdf
https://www.ndrc.gov.cn/fggz/nyncjj/zdjs/202103/t20210309_1269186.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09_249380.html


 

5. 完善住房租赁行业标准 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访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厅长张少康 

张少康在“关于促进长租房发展的提案”中指出，目前长租房发展面临以下问题，需要

逐步解决： 

 

住房租赁企业支持和监管政策尚不完善。以分散转租业务为主的轻资产型租赁企业、以

集中改造出租为主的中资产型租赁企业和以自建自持为主的重资产型租赁企业在开发投

资、运行管理、收入回报、潜在风险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现有政策没有对不同类

型的企业进行区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10_2493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10 记者 周丽 

 

6. 改造后的小区不光要“好看”，关键要“好住”——访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苏海明 

当前，城市建设发展正处在从以外延扩张为主逐步转向以内涵提升为主、从大规模的增

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和增量调整并重的新阶段。“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苏海明认为，城市更新行动，主要是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

质提升，通过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来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慧和人文城市。 

在苏海明看来，城市更新行动，是居民生活的屋子更暖了、下水道不堵了，小区的道路

平坦了、环境整洁了，有花园凉亭能纳凉聊天、有健身器材能锻炼身体、有物业服务能

安心生活，有电梯不愁下楼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1_24940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5 记者 龚后雨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10_249392.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1_249409.html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示 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拟予激励对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印发通知，对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吉林省四平

市双辽市等 20 个列为 2020 年农村危房改造拟激励对象的县（区、市）进行公示。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1_249408.html 

《中国建设报》 2021.03.11 宗边 

 

8. 为城市活力“焕新” 为乡村振兴“添彩”——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厅长卢天锡 

推动城市更新，焕发城市活力，“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对此，

卢天锡表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顺应新发展阶段的战略考量、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战略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加快构建城市更新

工作体系，系统推进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变。” 

 

城市更新内容包括完善城市空间结构、修复城市生态、改造老旧小区等内容，涉及经济

转型、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方方面面，是一项需要统筹兼顾、

内外兼修、协调推进的重大的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而目前，各地的城市更新工作仍处在

积极探索阶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12_2494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08 记者 周丽 

 

9. 扩大建设工程企业资质 审批权限下放试点范围新增河北内蒙古等 9 个地区 

为推进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

决定新增河北、内蒙古、福建、山东、湖北、广西、重庆、贵州、陕西 9 个地区开展建

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试点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6 月 30 日。（部

分节选）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1_249408.html
http://www.mohurd.gov.cn/xwfb/202103/t20210312_24942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2_2494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12 宗边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 2020 年度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 2020年度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统计工作的

通知》（建司局函标〔2020〕191 号）要求，我司收集汇总了各地报送的装配式建筑发

展统计情况，现将 2020 年度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 总体发展情况 

二、 区域发展情况 

三、 不同结构类型发展情况 

四、 产业链发展情况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103/t20210312_249438.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 年 03 月 11 日 

 

11. 重点来了！“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力做这些 

我国将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十四五”时期，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

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能。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提高共享水平和使用效率。集约化建设自然科技资源库、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网）

和科学大数据中心。加强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研发制造。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

端交流平台。（部分节选）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2_249426.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103/t20210312_249438.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headline/content/post_318332.html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2021 年 03 月 15 日 

 

12. 厉害！惠州这两大“国之重器”入列国家“十四五”规划 

广东惠州在建的两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再传利好，已经正式被写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 

 

3月 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正式公布。 

 

该纲要在第二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第四节“建设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中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

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

技创新中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343.html 

来源：南方  2021 年 03 月 15 日 

 

13. “全球标杆城市：国家战略与深圳使命”课题成果发布 

新华社电“全球标杆城市：国家战略与深圳使命”成果发布会 12 日举行。历时一年，

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完成了《全球标杆城市：国家战略与深圳使命》的研究报告。 

 

报告全方位分析国际标杆城市的领先优势和深圳的主要差距，分析可资深圳学习借鉴发

展经验，研究探讨深圳在未来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功能，全面分析深圳建设

全球标杆城市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约束，提出深圳加快实现城市能级跃迁、赶超全球顶级

城市的科学路径、行动方向和主要策略，构建了一整套深圳建设全球标杆城市的评价框

架和指标体系。（部分节选）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headline/content/post_318332.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343.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345.html 

来源：人民网  2021-03-08 

 

14. “房住不炒”实招落地 深圳等地严查“经营贷”违规入楼市 

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对涉房资金精准调控，严防消费贷、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楼市。据

悉，深圳市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日前召集多家商业银行开会，要求各银行排查经营贷流入

房地产市场情况。此次排查的内容包括 2020年 5月 1日以后发放的 1000万元以下的普

惠口径贷款，以及以个人名义申请的房抵经营贷（不限金额）。（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5/18570.html 

来源： 新华网  2021-03-15 

 

15. 2021 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1 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5/18580.html 

来源：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03 月 15 日 

 

16. 土地市场观察：供给需求双回落 热点城市迎新政 

各线城市土地供给面积在 2 月出现环、同比下滑。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全国 300个城市新推出土地 1658宗，合计总面积为 6305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33%，

同比减少 10%。其中，住宅类用地面积 1965 万平方米（约为总面积的 31%），环比减

少 40%，同比减少 15%。（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34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5/1857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5/1858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0 

 

17. 两会定调房地产：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 

报告中，大城市住房问题、长租房市场规范、共有产权房、新市民及青年人的住房困难

等住房问题均被提及。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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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0/18438.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0 

 

18. 数字风起，房地产行业借势升级 

我国房地产行业即将进入存量时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我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 7.7%、4.1%、-0.1%、2.6%，增速呈现下降趋势。贝

壳研究院与波士顿咨询近日联合发布的《数字共赢：2021 居住地产数字化白皮书》（以

下简称《白皮书》），预计 2022年将到达房地产开发最高峰值，约 15亿平方米；2028

年我国购房人口由 2018 年的 6.9 亿减少至 5.7 亿人，下降 20%，人均居住面积约 44 平

方米，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6.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6.html


 

19. 武涌：完善工作体系 加快绿色转型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 2021 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当前，我国碳减排工作已经进入总量控制阶段。建筑领域作为能源消耗的三大领域之一，

建筑节能将是我国实现 2030 年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所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建筑安全性、舒适性、健康性的需求日益增长，建

筑能耗也相应增加。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低碳的方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用能需求。”中

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武涌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9.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0 作者：冯路佳 

 

20. 新基建与车路协同：构建自动驾驶新“跑道” 

20 世纪 60 年代，自动驾驶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近年来，自动驾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传统汽车企业联手互联网公司加速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自动驾驶汽车的生态系统正

在形成。 

 

2020 年以来，新基建取得了快速发展，也为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在

其细分领域中，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自动驾驶提供了技术支持，而自动驾驶也成

为这几大技术的交汇点，作为重要的落地场景推动着新基建的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1/18482.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1 作者：文婕 

 

21. 以 CIM 为底座 构建数字孪生城市未来愿景 

数字孪生城市指数字城市与实体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治理，是未来城市的发

展方向之一。孪生不仅仅是对实体城市的数字复制，更重要的是赋能实体城市，使其更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0/1843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1/18482.html


 

多地与实体城市、自然等交流沟通，强化人与人的跨越时空交流、人与自然的跨越地域

交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1/18490.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1 作者：杨滔 

 

22. 生态保护修复有助于碳中和 

达峰、碳中和成为今年两会“热词”。回望 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于 12 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

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有关专家表示，我国提出的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远

远超出了《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下全球 2065~207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

这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 5~10 年，也将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关键性的推

动作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310_131318.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郭义强 2021.03.10 

 

23. 自然资源部通报 54 起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 

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 1 月~2 月，全国共有 20 个省（区、市）报送了地方

主动发现的 2020 年 7 月份以后新增违法占用耕地建房典型案例 54 起。经相关地方政府

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截至 3 月 9 日，已有 47 起整改到位。近日，自然资源部对这 54

起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通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1/18490.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310_131318.s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6_131443.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陈 琛 薛 亮 

 

24. “一米高度”上的城市智慧 

对待儿童友好，将“儿童优先”理念融入发展是一座城市文明与魅力所在，也是它送给

孩子们最好的礼物。湖南省长沙市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创建中，用孩子的眼光寻找城

市规划建设短板，将儿童需求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从多个层面营造儿童友好空间，引导

全社会共同给孩子们一份安全守护、一方幸福乐园，生动诠释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315_131420.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彭小云 

 

25. 加快构建标准化计量质量融合发展新格局 

近日，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总结了“十三五”时期和 2020年工作成果，布署了“十四

五”时期及 2021年工作重点。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姚勇表示，新的一年，计量中心将

在融入自然资源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锐意进取，全面支撑自然资源“两

统一”职责履行，引领我国海洋标准计量质量技术发展，面向社会提供标准计量质量公

益服务，奋力开启建设国家一流海洋标准计量质量业务中心、创新中心、公益服务中心

的新征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309_131302.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鄂歆奕 袁玲玲 2021.03.09 

 

26. 近 50 年我国典型城市扩展遥感监测数据库发布 

近日，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张增祥研究员带

领的国土资源团队，发布了 1972 年~2020 年中国典型城市扩展遥感监测数据库。该数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6_131443.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315_131420.shtml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309_131302.shtml


 

据库具有长时序、高频次的特点，反映了近 50 年中国城市扩展的时空变化特征。（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312_131401.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于德福 2021.03.12 

 

27.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围绕三大核心 

20 多年来，我国城市信息化的发展经历了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三个阶段。

目前，虽然这三种表述在不同的场合同时并存，但整体而言应该说正在建设新型智慧城

市，更能体现新时代、新目标、新理念、新体系、新标准、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等

多方面的特点。因此，笔者将从自然资源部门的业务出发，探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三

大核心：核心理念、核心支撑、核心应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312_131401.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党安荣 2021.03.12 

 

28.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代表委员们都说了啥 

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完

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着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58&cid=12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1.03.15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312_131401.shtml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312_131401.s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58&cid=12


 

29. 报告显示：新一线城市女性购房比例更高 

贝壳研究院 8日发布《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年)》(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近年

来，女性房产购置比例呈明显上升态势。2020 年，全国 15 个新一线城市整体女性购房

者占比 48.04%，超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1 个百分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58&cid=12 

来源：中新网重庆   2021.03.08 记者 刘相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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