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的决

定。据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的决定》已经 2021年 1月 26日第 16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13.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04-12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约谈 5 城市政府 会商房地产工作 

4 月 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约谈广州、合肥、宁波、东莞、南通等 5 个城

市政府负责同志，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上来，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牢牢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切实扛起城市主体责任，确保实

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8/1923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08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 2020 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获奖名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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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加快绿色

低碳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评选。近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1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8/19234.html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获奖名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及停车楼工程等项目获

得这一殊荣。（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8/1923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08 

 

4. 打通“西咸动脉” 再添“利民纽带” 

在陕西西安地铁 1 号线三期工程项目现场，硬化路面干净整洁，雾炮机、喷淋系统自动

喷淋，扬尘噪声监控设备实时监测……告别了“灰头土脸”的刻板印象，项目现场热火朝

天、整洁有序。 

 

“西安地铁 1 号线三期工程串联了咸阳市区以及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设车站 7 座，全长

10.61 公里。”中电建（西安）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温少鹏介绍说。作为首个

连通西安市与西咸新区的轨道交通线路，西安地铁 1 号线是连接西安与咸阳的重要交通

动脉。随着西安地铁 1 号线的不断延伸，将进一步推动西咸一体化发展，缓解城区交通

拥堵状况，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城市总体规划目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7/1919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07 作者：冯路佳 

 

5. 加快推广应用 促进高质量发展——建筑业信息化技术应用调研报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成调研组，赴广东省深圳

市、佛山市，开展建筑业信息化技术应用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深圳市某公共住房项

目、佛山市某住宅项目（建筑机器人施工作业）等施工现场一线，了解信息化技术应用

第一手资料，参观了部分信息化技术公司，并与深圳、佛山等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以及有关企业开展座谈，广泛听取基层主管部门及企业意见建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8/1923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7/1919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1/192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1 作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6. 成效问题并存 仍需改革创新——BIM 应用情况调研报告 

为深入了解建筑信息模型（BIM）的应用和发展情况，进一步助推建筑业转型升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成调研组，赴湖南省开展 BIM

应用和发展调研。调研采用“进车间、进工地、进会场，访工人、访专家、访干部”的

形式，先后赴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及相关单位和项目进行调研。（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1/192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1 作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7. 多层次全方位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建筑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 10 多年保持在 6.5%以上，建筑业从业人员

占全社会从业人员 7%以上。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是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筑业企业也是我国“走出去”的主力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是

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等，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2 作者：黄志祥 

 

8. 丁烈云：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是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重要保障 

前，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能持续转换、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

的有效路径。创新是数字经济的根本特征，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1/192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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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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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2 作者：宋健 

 

9. 广州岭南建筑研究中心人居环境室主任施雨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定须加快

评估体系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 月 18 日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普查认定工作，尽快完善保护名

录，并推进挂牌建档。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推进，如福建已完成省内 10 条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规划编制，让 1110 座历史建筑全部实现“挂牌保护”；四川省广元市已全面完成 7

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划定和 131 处历史建筑的确定工作，并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测绘建档

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7/1920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07 作者：程小红 

 

10.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 

生态环境部日前透露，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8个督察组分别对

山西、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云南 8 个省（区）开展为期约 1 个月的

督察进驻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6/19147.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04-06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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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北省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 

日前，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

行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

的完整居住社区为目标，以完善居住社区配套设施为着力点，大力开展居住社区建设补

短板行动，提升居住社区建设质量、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安全感、幸福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00.html 

来源：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4-12 

 

12. 北京：全年确保 427 个小区纳入改造 

近日，北京市 2021 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任务和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发布，

158 个小区纳入今年首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表示，

按照计划，今年全年将确保 427 个老旧小区纳入改造名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05.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4-12 

 

13. 北京：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代收代缴契税 

对于开发商提出的代收、代缴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要求，购房人可以明确说不。

4 月 7 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关于禁止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收取契税

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代收、代缴契税和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9/19270.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4-09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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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山东省城区雨污合流管网改造 2025 年完成 

日前，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城市雨

污合流管网改造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到 2025 年，全省市、县（市、

区）城市建成区全部完成现有雨污合流管网改造，其中南四湖流域市、县（市、区）

2023 年年底前完成改造。 

 

在以往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山东省由于“重地上、轻地下”以及资金不到位等原因，

建设了部分雨污合流管网，对水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危害。根据《通知》，各市、县（市、

区）要立即对城市建成区范围内雨污合流管网开展摸底调查，系统掌握管网布局、管材

管径等信息，形成雨污合流管网系统图，根据排查摸底情况，科学编制城市雨污合流管

网改造计划，纳入“十四五”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确保五年内全部

完成改造任务。各地应结合本地经济社会水平和城市发展规划，确定年度改造任务，列

入当地政府年度城市建设投资计划。（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2/19306.html 

来源：大众日报  2021-04-12 

 

15. 湖南再获中央投资补助 13.5 亿元 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 

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1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 422.3318亿元，以投资补助方式“切块下达”，用于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

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湖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获得资金 10.7202 亿元，棚

户区改造获得资金 2.7955 亿元，合计 13.5157 亿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09/19266.html 

来源：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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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1 年第二批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为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6年

第 45 号）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投资规

〔2019〕1035号），现将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1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4223318

万元以投资补助方式切块下达你们，用于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实施 二、分解下达 三、加强监管 四、按月调度  五、绩效目标 六、其他有关情

况说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4/t20210402_1271634.html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2021 年 3 月 23 日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广借鉴上海浦东新区有关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批复设立上

海浦东新区，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30 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创造

性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征程上更好发挥上海浦东

新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我们在总结上海浦东新区已复制推广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

形成了一批改革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鼓励各国家级新区（以下简称新区）结合实际认

真学习借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推广借鉴工作 二、推广借鉴的主要内容 三、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4/t20210407_1271796.html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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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正：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国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 8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全国

绿化委员会主任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审议有关文件，总结“十三五”国土绿

化工作，研究部署“十四五”和 2021 年国土绿化重点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428 

来源：新华社  2021-04-09 

 

19. 上海重点推进“一城一名园”建设，五个新城各有特色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通过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高浓度集聚创新要素，构建各具特

色、错位竞争的产业体系，重点推进“一城一名园”建设。比如：嘉定新城打响“国际

汽车智慧城”品牌；青浦新城打响“长三角数字干线”品牌；松江新城打响“G60 科创

走廊”品牌；奉贤新城打响“东方美谷”品牌；南汇新城打响“数联智造”品牌。（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427 

来源：上海发布   2021-04-08 

 

20. 粤港澳大湾区最高速地铁首通段全线短轨贯通 

4月10日，施工人员将广州地铁18号线最后一节钢轨架设在琶洲至冼村区间的道床上。 

 

当日，随着中铁十一局集团三公司施工人员将最后一节 25 米长的钢轨架设在琶洲至冼村

区间的道床上，全长 58.3 公里的广州地铁 18 号线首通段（万顷沙至冼村）全线短轨贯

通。广州地铁 18号线连接广州市中心城区与南沙自贸区，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条 160公里

时速的地铁线路。（部分节选）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427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765.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04 月 12 日 

 

21. 广汕铁路建设新进展！首座复杂地质长大隧道单向贯通 

4 月 8 日，随着尖山髻隧道出口最后一声炮响，由中铁五局负责施工的广汕铁路 1 标尖

山髻隧道出口方向胜利贯通，这是该标段继 2020年完成全线首座特大桥下部主体结构施

工后，取得的又一新的重大进展。 

 

中铁五局承建的广汕铁路 1 标，全长 12297.95m，包括“两桥一隧一路基”，重点工程

为跨永石大道特大桥（全长 6401.87m），尖山髻隧道（全长 5470.27m）。该标段分两

段，相距约 150km，管段跨广州市、惠州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原汕尾市辖区）。开工

以来，项目团队细化施工组织，优化工艺工法，强化安全质量管控，克服了征地拆迁难、

地质条件差、砂石料紧缺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桥梁工程已完成

100%，隧道工程已完成全长的 92%，其中尖山髻隧道出口方向 3178.27m 的开挖任务

已完成，进口方向 2292m 的开挖任务仅剩余 446m，计划 6 月 30 日前实现全隧贯通。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15.html 

 

来源：南方+  2021 年 04 月 09 日  

 

22. 深莞惠两年内开建 10 个城际铁路项目 

“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全面提速！4月 2日，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指挥部第一次会

议在深圳举行。深圳市市长陈如桂、东莞市市长肖亚非、惠州市市长刘吉参加会议。此

次会议透露出一个重磅信息：深莞惠三市将共同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在 2022

年前拟开工建设城际铁路共 10个项目，其中今年年内计划开工 5个项目。（部分节选）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765.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1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13.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 年 04 月 09 日 

 

23. 广州一季度 258 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3008 亿元 

重点项目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强心剂，更是一个个巨大的“磁场”，释放

着强力的吸引带动作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广东省 2021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今年，全

省共安排省重点项目 1395 个项目，总投资 7.28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000 亿元。据

记者不完全统计，其中有约十分之一的项目涉及广州，投资金额突破千亿级规模。（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10.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 年 04 月 09 日 

 

24. 穗澳知识合作先行示范区落地广州知识城 多家国企护航 

4月 8日，“穗澳合作庆百年”暨穗澳合作系列项目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澳门青创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穗澳知识合作先行示范区”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该示范区选址知识城，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占地

约 1 平方公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05.html 

来源： 南方日报  2021 年 04 月 09 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13.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10.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0605.html


 

25.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两项试行规范发布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通知印发《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试行）》和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以下分别简称《制图规范》和《数据

库规范》）。 

 

《制图规范》明确了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纸表达的要素、色彩、符号等，包括总则、

一般规定、调查型图件制图要求、管控型图件制图要求、图件色彩和符号表达 5 项内容

以及附录。该规范适用于全国市级行政区域（市、地、州、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件

的制作，要求图件完整、准确、协调、清晰、美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细化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纸表达要素内容，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其他图件。（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407_131861.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 年 04 月 07 日 作者：阎炎 

 

26. 区域发展中土地利用政策再探讨 

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果是影响区域发展模式和发展成效的基础性因素。作者通

过总结长江三角洲和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土地要素流通、提升集约化用地水平、强化用

地保障和改进土地管理措施等方面的经验，分析现有土地利用政策有待深化的方向。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展望土地利用政策在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资源保护、土地管理

和治理几方面的趋势和改进措施，以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推动区域可持续发

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409_131901.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 年 04 月 09 日 作者：王梅 作者单位：自然资源部咨

询研究中心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407_131861.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409_131901.shtml


 

27. “起承转合”看地下空间 

在地下商场购物，在地下隧道穿梭，在地下车位停车……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地

下空间。 

 

从浅层利用到大规模开发，地下空间早已不只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一个选择，而成为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焦点。如何用好地下空间，实现空间资源的集约复合利用已成为各大

城市面对的课题，也成为支撑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地下空间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日益扩展的地下空间开发又面临怎样的问题，未来地下空

间将向何处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412_131928.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 年 04 月 12 日 作者：焦思颖 

 

28. 三项测绘科技成果获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 

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成都举行，会上公布了 2020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获奖

名单，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牵头完成的 3 项科技项目榜上有名。其中，“基于大数据的

地理信息共享平台关键技术及应用”获二等奖，“复杂地形和地壳运动环境下北斗省级

时空基准建设与服务技术”和“地下管线精准探测与全生命期管理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

获三等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409_131914.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 年 04 月 9 日 作者：樊莉 张弘弢 张晶晶 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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