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文实行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电子化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决定实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

培训合格证电子化。 

 

通知要求，要完善培训机构信息。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确定本地区培训机

构具体条件，注重强调培训机构应具备开展相关技能人员理论培训和技能实操培训的能

力。各地要对现有培训机构及新增培训机构进行梳理，将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基本情况

信息表上传至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培训管理系

统”），供有需求的企业和人员自主选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17_24947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17 宗边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强调：保持调控定力 着力解决新市民住房困难 

“两会”刚刚结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带队赴四川省成都市和陕西省西安市

调研督导房地产工作。倪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两会”精神，保持房地产调控定力，

确保实现“三稳”目标，着力解决新市民住房突出问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3/t20210320_249519.html 

来源：《中国建报》 2021.03.19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建造、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了《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并于近日印发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3/t20210320_249519.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22_24952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3.22 宗边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3/t20210319_1269835.html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3 月 3 日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优化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的

通知 

为落实外商投资法，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提高外商投

资项目办理《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以下简称项目确认书）便利度，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3/t20210322_1269960.html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3 月 16 日 

 

6. 海南加强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利用 

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和利用，提高耕地质量，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近日出台意见，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利用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9_131565.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尹建军  2021-03-19 11:23:59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3/t20210322_249522.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3/t20210319_1269835.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3/t20210322_1269960.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9_131565.shtml


 

7. 【ADM】中国建筑设计管理创新高峰论坛 · 管理者峰会暨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创新研

讨会在穗召开 

3 月 12 日，中国建筑设计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管理者峰会暨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创新研讨会

在广州召开，来自建筑设计行业和企业管理者以及从事工程总承包、全工程工程咨询等

相关工作的代表共 240 余人出席会议，围绕推动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创新、引领建筑设计

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wzx/zxdt/content/post_3242740.html 

来源：2021-03-15  21:50    来源：建筑设计管理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门联合部署第二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工作 

近日，为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鼓励智能光伏产业技术进步和扩大应用，加快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按照《智能光伏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工作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

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组织开展第二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22/18749.html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2021-03-22 

 

9.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去年拉动投资近万亿元——“改”出投资新空间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2020 年，我国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03 万个，直接和间接拉动近万亿元更新改造投资，还能撬动

居民户内改造、装饰装修、家电更新等，带动多个行业发展，对稳定投资增长有着重要

支撑作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xwzx/zxdt/content/post_324274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22/1874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32.html 

来源：人民网  2021-03-17 

 

10. 加快推进嘉定等五个新城规划建设 

为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上海市政府近日印发《关于上海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

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出台一系列措施支持嘉定、青浦、

松江、奉贤、南汇 5 个新城规划建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9_131564.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3-19 作者：王 娟 张珺桦 

 

11. 历史时空数据焕发新生 

12. 2020年 12 月 8日，中国与尼泊尔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为 8848.86米。这

个数字背后，凝结着测量登山队员们不畏艰险的攀登、内业技术人员严谨的数据处理、

中尼两国科学家的精诚合作。很多人并不知道，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

角色。（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6/18585.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3.22 作者：王少勇 

 

13.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让城市有爱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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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

我国残疾人总数已经超过 8500 万。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数量已经超过两亿。目前，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程度总体较好，但建设标准有待进一步

提高；如教育建筑、文化建筑、城镇老旧小区等无障碍宜居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低位

服务台、无障碍车位等个别无障碍设施类型也有待进一步普及。（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32.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9_131564.s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22_131595.s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22_131595.s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6/1858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6 杨若男 

 

14. 智慧赋能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2020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72 亿辆，其中汽车 2.8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达 4.5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18 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328 万辆，比 2019 年

增加 114万辆，增长 3.56%。随着我国居民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能够提供的停车位相

对不足，特别是停车位与停车需求的信息不匹配，导致大城市停车问题日益突出。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停车难”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6 常越 

 

15. 发挥“红色物业”纽带作用 提升小区基层治理效能 

老旧小区改造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对老旧小区

改造规模设定量化指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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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7/186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7 王立君 

 

16. 综合开发 融合发展 利民强国 房地产业与立体交通共创美好未来 

房地产业是参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从地理位置和产业链上

均与交通运输业高度关联。（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6/1858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6/1859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6/1859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27.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2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7 徐宇辰 赵煜晖 

 

17. 工程监理行业要找准定位，主动谋求发展 

一直以来，关于国内工程监理制度、监理行业和监理工程师的争议性话题颇多，大家看

法不一。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

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要“突出建设单位

首要责任”“落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明确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履行政府的工

程质量监管责任”。文件未将监理单位责任与建设、施工单位责任并列，引发业内诸多

关注和思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2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8 作者：陈雄 

 

18. 北京钟鼓楼周边申请式退租，将再现文化肌理与传统风貌 

“十四五”时期为推动居民生活品质提升与老城保护的有机融合，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城

市新总规、首都核心区控规及中轴线申遗要求，按照《关于做好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

房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恢复性修建和经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东城区政府正

式启动了钟鼓楼周边申请式退租工作，重点开展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保护性修缮、恢

复性修建和环境综合整治等相关工作。申请式退租将采取货币补偿方式，退租房屋补偿

金额根据退租房屋市场价值总额扣除房屋重置成新价款确定，符合条件的居民可申请共

有产权住房或公租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72 

来源：中国建设报 作者：记者 姜雪  2021-03-19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7/1862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8/1866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8/18666.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72


 

19.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装配化装修市场前景广阔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话题持续引发关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各项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促进新型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

应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8/1865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3.18 作者：高洋洋 

 

 

20. 一图读懂上海市《“十四五”加快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71 

来源：上海规划资源  2021-03-19 

 

21. 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指示要求，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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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在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提出如下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65 

来源：自然资源部  2021-03-17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3/18/18656.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7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365


 

22.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

指示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8_131520.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 年 03 月 18 日 作者：王中建 

 

23. 惠州加快与深莞协同发展 33 个重点项目集中动工 

作为唯一同时毗邻深圳和东莞的县区，惠州市惠阳区正加速融入“双区”建设。3 月 20

日，惠阳区 2021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动工活动在惠阳区三和街道举行。此次惠阳集

中动工的项目计划总投资 180 亿元，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50 亿元。其中，既

包括一批来自深圳的优质工业项目，也有对接深莞的交通项目，将加快与深圳、东莞区

域协同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864.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 年 03 月 22 日 

 

24. 总投资 3603 亿元！广州今年推进 777 个重点项目建设 

3 月 18 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对外公布《广州市 2021 年重点项目计划》和

《广州市 2021 年重点建设预备项目计划》。 

 

2021 年，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共 666 个，年度计划投资 3417 亿元；市重点建设预备项

目共 111 个，年度投资计划 186 亿元。两者合计项目 777 个，合计投资 3603 亿元。

（部分节选）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318_131520.s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864.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18720.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 年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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