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1.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

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放管服”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主

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但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和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亟待

解决。 

 

《意见》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六稳”、“六保”，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着力清理对市场主体的不合理限制，实施更加有效监管，持续优化政务服

务，以务实管用的政策和改革举措，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见》提出了七个

方面政策措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4/15/content_5599782.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4-15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落实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要》有关重要部署，现提出 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

点任务。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

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

展方式，提升城市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4/t20210413_1272200.html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4 月 8 日 

 

3. 海南 2021 年安排省重点项目 129 个——项目类别涵盖三大主导产业五大类，总投

资 3810 亿元 

据我委改革报报道，经海南省发改委核定，2021 年海南省共安排省重点（重大）项目

129 个，总投资 381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82 亿元。项目类别涵盖三大主导产业（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五大类，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和产业发展类项

目年度投资体量最大。 

 

海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将坚持“项目为王”，积极谋划推进重大工程

项目，保持投资高质量稳定增长，为全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重要支撑。（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fggz/gbzj/xtfc/202104/t20210401_1271572.html 

来源：人事司  2021/04/01 

 

4. 广东省提出土地管理改革攻坚重点工作 

日前，广东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听取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在土地管理改革及自然资源

系统服务保障重大项目方面的情况汇报，并对大力推进土地管理改革的成效给予了充分

肯定。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4/t20210413_1272200.html
https://www.ndrc.gov.cn/fggz/gbzj/xtfc/202104/t20210401_1271572.html


 

会议强调，土地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最紧缺的生产要素，要建立健全相关

部门、地市协作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机制，强化乡村建设土地政策供给，推

进产业用地配置改革，推动自然资源资产化，“全链条”遏制违法用地行为，持续深化

土地管理重点领域重点工作改革攻坚，特别是今年要努力在提高审批效率、创新体制机

制，破解难点上取得新突破。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用好高水平市场化专业

服务机构力量，为重大项目论证审批提质增效提供专业化支撑。同时，要及时总结推广

近年来广东省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推进土地管理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difanglianbo/20210416_132019.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祝桂峰  2021-04-16 

 

5. 赋能首都治理现代化 

2020 年，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主动对接首都规划建设和管理需求，面向“一总规、

两控规”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和城市副中心控规的实施，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不断夯实空间大数

据基础，支撑首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413_131981.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董明 刘艺 邢晓娟 2021-04-13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改部分规章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和

《关于修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的决定》。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自 2002 年发布实施，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

围绕强化建设单位质量责任、完善勘察质量责任体系等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建

http://www.iziran.net/difanglianbo/20210416_132019.shtml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413_131981.shtml


 

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为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建筑法、外商投

资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部门规章进行了专项清理，修改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

办法》等三部规章的个别条款。据了解，随着民法典等法律法规施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正在根据国务院要求开展有关规章的立改废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4/t20210413_24976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4.13 宗边 

 

7. 发展绿色建造方式 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负责

人解读《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决策，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92号）要求，

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绿色建造工作，2021 年 3 月 1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发布了《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明确了绿色建造的

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技术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绿色建造工作、推进建筑

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文件。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对《导

则》内容进行了解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4/t20210415_24978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4.15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要求加快发展数字家庭 提高居住品质 

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数字家庭的功能和服务内容不断扩充，但还存在发展不平

衡、住宅和社区配套设施智能化水平不高、产品系统互联互通不够等问题。为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扩大内需和发展数字经济战略决策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

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发展数字家庭，提高居住品质，改善人居环境。（部分节选）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4/t20210413_249762.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4/t20210415_249788.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4/t20210419_24983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4.18 宗边 

 

9.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行业标准发布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和《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据悉，这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已通过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

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为完善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技术体系，显化自然资源资产质

量与价值提供了行业标准，将有利于推进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为自然资源保护

和合理开发利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和负债表编制等工作提供重要支撑。（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416_132009.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刘静文  2021-04-16 

 

10. 今年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超五万个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的《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

《重点任务》）提出，今年，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今年还将新开

工改造 5.3 万个老旧小区，有条件的可同步开展建筑节能改造。（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399.html 

来源： 人民日报  2021-04-14  

 

11.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情况将向全社会公开 

为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自然资源部将主动公开补充耕地项目与地块

信息。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416_132009.s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399.html


 

自然资源部透露，首批公开的 1200个补充耕地项目与地块信息已经挂出。自然资源部网

站还设立意见收集功能，接受各界监督。耕地占补平衡发现问题并最终核定属实的，自

然资源部将督促地方整改处置；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将移交有关部门进一步查核并追

究责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52.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04-13 

 

12. 广西全面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联合广西发展改革委等 6 部门印发了《广西壮族

自治区绿色社区创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创建目标。 

 

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以各市、县社区为创建对象，即各市、县社区居民委员会所辖空间区

域。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社区设计、建设、管理和服务等

活动的全过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39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4  作者：陈飞燕 

 

13. 共享发展成果 感知城市温度——上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制度探索 

上海房价市场化程度较高，土地和住房资源较为紧缺，外来人口持续流入，户籍居民和

新市民家庭因结婚、分户居住等原因购房需求较为旺盛，但部分市民难以通过自身积累

购买市场化商品住房。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发展共有产权住房的工作要求，

上海以经济适用住房政策为基础，结合上海特大型城市特点，于 2009年建立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制度，解决社会“夹心层”住房困难。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上海形成了一套具有

成效、可供借鉴的经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5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39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2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4  作者：张冰   

 

14. 聚焦新市民安居 从供地计划看租赁住房“蓝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的《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

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序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完

善长租房政策，合理调控租金水平。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召开保障性

租赁住房工作座谈会。倪虹强调，人口流入多、房价较高的城市，要科学确定“十四五”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落实年度建设计划，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

融等政策支持，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积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

有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建设和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21.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4  作者：王建业   

 

15. 租赁需求回升 市场进入旺季 

租赁市场旺季归来，成交量显著提升。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 年第一季度全国 18

个重点城市租赁成交量环比去年第四季度上涨 14.7%。全国 18个重点城市租赁成交量从

去年 9月开始连续五个月环比下降，在今年 2月首次止跌上扬，3月环比涨幅达到 87.9%。

贝壳研究院认为，春节后流动人口返城，换租、新增租赁需求推高租赁市场热度。第一

季度市场表现基本符合往年租赁市场规律，春节后租赁市场旺季归来、回归常态化轨道。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19.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4  作者：王建业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2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2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19.html


 

16. 3 月房价基本稳定 二线城市市场活跃 

2021 年 3 月，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比变动幅度不大，同比涨幅

继续上升。主要受上年同期低基数影响，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有所扩

大。福州、重庆、西安等部分城市市场相对活跃，整体来看 3 月房价基本保持稳定。专

家预计 4 月房价整体涨幅将缩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9/19528.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9  作者：王建业   

 

17. 一季度投资销售高位增长 房企资金大幅改善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21 年 1~3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一季度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开竣工面积同比大幅上涨，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继续攀升，房

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总体仍处于相对较好状态。专家认为，随着各地调控政策逐步落

地，销售增长幅度将会有所回落，房地产资金环境将稳中偏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9/19529.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9  作者：王建业   

 

18. 营造关爱建筑工人氛围 助力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培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加强建筑工人技能培训、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

改善建筑工人生产生活环境等方面明确了主要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2.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3  作者：刘朋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9/1952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9/1952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2.html


 

19. 区块链助力建筑业企业转型升级 

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具有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

护、公开透明等特性。那么，区块链技术之于建筑业企业有何意义？随着 BIM（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的逐渐推广，各个领域的协同合作和一些新概念在这个行业日趋增加，而

这一趋势可促使区块链技术在建筑业得到应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16.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4  作者：何旭 

 

20. 织密“安全智慧网” 提升城市承载力 

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是城市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当前，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基本满足城市快速发展需要，但是城市道路塌陷事

故时有发生，导致城市交通断行、周边停水停电停气，居民生活受到影响，甚至造成人

员伤亡。其中，城市道路塌陷事故暴露出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存在不足，

特别是在安全管理上短板突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5.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3  作者：孙宇枫 

 

21. “黑科技”为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体检” 

地下管线如何查？排水管道如何检？路面隐患怎样测？作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提升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事故监测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一些城市积极利用高科技手段，引入车载三维探地雷达设备和检测技术等，对

地下市政基础设施进行“体检”，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取得了明显效果。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4/1941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6.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3  作者：吴海奎 

 

22. 智慧监测 保障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地下管线更新改造过程中，施工单位基于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将建筑物及其施工现场进行 3D展现，同步监测管廊情况、遏制安全隐患；在济南市地

铁 3 号线项目建设中，技术单位建立安全监测与预警系统，解决复杂环境下地铁隧道监

测与状态诊断的难题。 

 

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智能监测、改造，织密智慧管理“安全网”，有利于提升城

市的承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日前，《中国建设报》记者采访了参与上述两个项目建设

的专家，听他们分享在新城建建设中的理念、经验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7.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4-13  作者：王晓晖 孙宇枫 

 

23. 76.76 公里无砟轨道完工 赣深高铁广东段施工建设取得新突破 

赣深高铁广东段建设再传捷报。4月 18日上午 10时 38分，在广东河源密州隧道洞口路

基段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块无砟轨道整体道床板的浇筑完成，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

赣深高铁 4 标段全长 76.76 单线公里的无砟轨道顺利完工，为确保赣深高铁今年底建成

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1577.html 

来源：南方+  2021 年 04 月 19 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4/13/19377.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1577.html


 

24. 再传捷报！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首个隧洞全线贯通 

4 月 18 日上午，佛山顺德的西江之心——鲤鱼洲岛上，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 A2 标项

目交通隧洞顺利贯通。这是该工程 2019年 5月 6日全面开工以来首个贯通的盾构隧洞，

标志着这项国家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标志性项目又迈出了坚实而有

力的一步，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1575.html 

来源： 南方+  2021 年 04 月 19 日 

 

25. 深汕合作区 “一区一镇一港一网”建设迈入快车道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2021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发展重大产业，做实实体经济，瞄

准龙头企业招大商优商，狠抓落地项目提质增效。 

 

当前，深汕合作区发挥重点项目带动作用，加快建设“一区一镇一港一网”，以先进制

造业为核心，集中做大做强鹅埠产业集聚区；全力推动深汕湾机器人小镇引入项目及入

驻企业全面开工建设，初步建成全市人工智能集中承载区之一；促进海洋智慧港全面投

入运营，建设具有湾区影响力的海洋产业集聚区；稳步推进工业互联网制造业创新基地

建设步伐，培育行业标杆示范案例，为深汕合作区工业互联网制造业提供有力支撑。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1368.html 

来源： 南方日报  2021 年 04 月 16 日 

 

26. 加强规划资质管理，通知明确这 4 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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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规划专业队伍建设和行业管理，保障规划编制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加强规划资质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部分节选）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1575.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1368.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21 

来源：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1 年 04 月 09 日 

 

27. 一张图读懂《北京人民防空建设规划（2018 年—2035 年）》 

近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北京人民防空建设规划（2018 年—2035 年）》（以

下简称《人防规划》），标志着首都人民防空工作建设发展迈出重大步伐。规划构建了

一个与现代战争形态相适应、与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相匹配的强大巩固的首都现

代人民防空体系，是新时代首都人民防空发展的新蓝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15 

来源：发现北京  2021-04-16 

 

28.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公布的第 1-4 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了我国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信息，见证了国

家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艺术价

值。 

 

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以来，截止目前为止，已连

续公布四批，共计 164 项。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24&cid=12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04-19 

 

==============================================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2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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