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5 月 11 日-5 月 17 日 

 

1. 两部门印发《“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

设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 2025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 60%左右；到 2025 年底，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 70 万吨/日左右，

基本满足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需求，鼓励有条件的

县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到 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达到 80 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65%左右等具体目标。（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4/20021.html 

来源： 国家发改委官网  2021-05-14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到 2035 年，力争实现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中级工占比例达 30%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到 2025年，力争实现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中级工占技

能工人比例达到 20%、高级工及以上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比例达到 5%，初步建立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体系。到 2035年，力争实现在建项目施工现场中级工占技能工人

比例达到 30%、高级工及以上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比例达到 10%，建立施工现场所

有工种技能工人配备体系。《通知》主要内容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3/19995.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05-1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4/2002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3/19995.html


 

3. 电梯“健康”守护指南 

在经历加装电梯“上下自如”的欢喜后，如何给电梯维护保养、保障出行安全成为居民

的揪心事。维护保养关乎电梯的运行状况和使用寿命，更关乎居民的生命安全。电梯运

行不可避免产生自然折损，居民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一定损耗，这些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

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维护保养及时排除。（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7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杨若男  2021-05-12 

 

4. 江西萍乡严厉查处建筑工地扬尘污染行为 

江西省萍乡市相关部门近日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朝阳路、德铭路雨污分流项目工地在

施工过程中，存在渣土运输车辆进出工地车轮带泥上路现象，严重污染路面，造成扬尘

污染。工作人员当场下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并按

相关规定对施工企业进行立案查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3/2000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娉婷  2021-05-13 

 

5. 黄艳：推动城市节水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节水工作，指出要深入开展节水型城市建设，使节约用水成

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

不合理用水需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城市节水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体现

了党中央对于城市节水工作的战略部署，推动了城市节水理念的转变，对促进城市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节水意识在人人心中有自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推动

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和城市绿色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7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3/20006.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64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5-13 

 

6.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2021 年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开展 30 周年。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节约用水工作的决策部署，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推进全民节

水，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本期从水价改革、节水型城市建设、供水管网漏损控制、节

水器具推广等关键词入手，呈现一些城市在城市更新行动中系统性推进节水的做法，以

城市节水新成效激励全社会参与节水，增强全民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节约用水的

意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5-12 

 

7. 流动人口增长 69.73% 专家表示租房市场活力将持续激发 

5 月 1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数据

显示，全国人口共 141178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万人，占 63.89%。

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2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 个百分点。 

 

在流动人口方面，人户分离人口为 49276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人

户分离人口增长 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192.66%，流动人口增长 69.73%。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5-12   作者：文心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6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0.html


 

8. “五一”黄金周：平淡、分化成楼市关键词 

“五一”假期楼市表现相对平淡，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均出现下滑，但楼市分化现

象明显，不同城市楼市“冷热”不一。专家认为，这主要受到人们外出旅游、政策调控

等因素影响。 

 

新房成交面积同比有所下滑，其中，一线城市需求较为稳定、二线城市成交量显著回调、

三线城市新房成交量实现同比高增长。根据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五一”假期 58 个重

点监测城市累计成交 18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则增长 16%。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8.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5-12   作者：王建业 

 

9. 浅谈全过程 BIM 数字化应用 

在建筑工程领域，BIM（建筑信息模型）已经被行业广泛了解和实践。目前我们对 BIM

的数字化应用大多还是片段式和局部的，主要集中在 BIM 设计咨询阶段与施工阶段，并

且聚焦在单个阶段或单个专业应用为主，较少实现全过程、全生命周期、多专业数据连

通和协同，从而真正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任务。此外，很多企业对 BIM 的认识和

应用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仍旧在一味追求三维可视化等视觉效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5.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5-12   作者：陆一昕 

 

10. 城市建设模式迎来三大变化 

新基建的一个特点就是数字基建，而传统基建是物理基建。新基建为物理基建转型升级

提供技术支撑，同时物理基建又为新基建提供广阔的市场。因此，新基建离不开数字基

建，数字基建离不开物理基建，二者融合起来就是新城建。我认为，这种新的城市建设

模式会带来一系列的变革。（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2/1996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1/19933.html 

来源：2021-05-11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丁烈云 

 

11. 城市建设模式迎来三大变化 

建设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整合城市多维度多尺度信息模型和城市感知数据，

构建三维数字空间的城市信息有机综合体；打造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等为

一体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提升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实施智能

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市政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能……在第四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上，“新城建新发展”主题展览全面展示了新城建的最新成果和成功案例。

新城建试点城市以 CIM“打底”、科技“描彩”、智造“点睛”，绘出了一幅蓬勃向上

的城市发展智慧蓝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1/19934.html 

来源：2021-05-11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刘苏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

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的函》（国办

函〔2021〕44号）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支持济南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有利于推动山东半岛城市群高

质量发展，形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示范；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新引擎；有利于吸引

集聚优质要素资源，形成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平台；有利于探索量水而行、节水为重的

城市发展方式，形成绿色智慧宜居的新城区。（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1/1993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11/19934.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5/t20210511_1279598.html 

来源：地区司  2021/05/11 

 

13. 2021 年自然资源监测启动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2021 年自然资源监测工作方案》，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

启动。 

 

方案要求，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其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统筹利用最新航天、

航空、无人机等遥感影像，采用影像比对、内业解译和外业核查等技术手段，开展系列

遥感监测工作，全面掌握全国各类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耕地保护等情况，并

对重点区域重点要素开展重点监测，对重要目标开展应急快速监测。监测结果将用于国

土变更调查、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用途管制、权益管理、生态保护修复、

督察执法、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512_132138.s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作者：宁晶 薛亮  2021-05-12 

 

14. 凯旋平安！参加中国第 37 次南极科学考察的黑龙江测绘人回来了 

 5月 7日，参加中国第 37次南极科考的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科考的朱李忠、唐铸两名

队员圆满完成了测绘任务，随“雪龙2”号从南极返回抵达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本次考察系“雪龙 2”号首次执行一船四海环南极考察任务。考察队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出发，历时 179 天，行程 3.6 万余海里。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开

明亲赴上海迎接我局科考队员，局极地测绘工程中心有关同志陪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5/t20210517_2632183.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5/t20210511_1279598.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512_132138.s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5/t20210517_2632183.html


 

来源： 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     作者：齐中华 韩惠军  2021-05-17 

 

15. 城市地下空间测绘成果质检标准进入试用验证阶段 

近日，《城市地下空间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行业标准编写组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工

作会议，来自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91053 部队、建设综合勘察研究

设计院、上海市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昆明市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办公室、广州

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勘天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城乡测绘所等单位的编写组专家参加了会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5/t20210511_2631561.html 

来源：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作者：张训虎  2021-05-11 

 

16. 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

约利用水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4 日上午在河南省南阳市主持召开推

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

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需要水资源

的有力支撑。要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

则，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

约利用水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517_132187.s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05-17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5/t20210511_2631561.html
http://www.iziran.net/yaowen/20210517_132187.shtml


 

17. 遵循自然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 

城市更新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城市生态修复和城市功能修补又是城市更

新的重要手段。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重庆市出现了人地矛盾突出，主城区自然生态空

间被过度侵占，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此，

重庆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探索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开发

建设中尊重自然，在规划管控中保护自然，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中修复自然，构筑点线

面多维生态景观格局，从多效益权衡层面诠释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多功能性，构筑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513_132167.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5-13 作者：周 妍 翟紫含 李满意 马 磊 

 

18. 建好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强调要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

统一平台的要求，建立健全分类管控机制。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国家

标准《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GB/T 39972-2021），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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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国

土空间规划领域发布的首个国家标准，旨在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通过建立健全

系统运行机制和数据管理规则，加强信息交互与协同，形成各层级叠合、覆盖全域、动

态更新、权威统一的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应用于国土调查、规划编制审批、

用途管制、执法督察等各环节，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修改和实施监督全周期

管理。这是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管

理手段。为深入学习领会标准内涵、指导各地加快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

督信息系统，我们组织部相关单位、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撰写解

读文章，供各地交流参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513_132168.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513_132167.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513_132168.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5-13 

 

19. “加减、舍得”之间 首都北京秀出新身姿 

北京一直被定义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根据 2017版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首都的战略定位升级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定位的“增”“减”之间承载了都城重构的诸多设计：老城不能再拆，非首都功能

要疏解，城市要解决民生短板，发展要跃上高质量平台，京津冀要建朋友圈。（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60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世昕  2021-05-11  

 

20. 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出炉 

老旧小区改造是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工作，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发展工程，同时

也是实施“双循环”战略、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要求和市委市政

府有关工作部署，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展好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特制定如

下工作方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62 

来源：北京住建委官网  2021-05-11 

 

21.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 马兴瑞林郑月娥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会议对第二十一次联席会议以来，粤港双方携手推动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规则衔接、

民生保障和疫情联防联控等领域合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指出，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广东视察，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积极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60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62


 

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今年 4 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广州召

开，研究部署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有关政策落实等工作，为新时代深化粤港合作提

供了更大的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

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的重大使命。粤港双方要把握机遇、齐心协力，全面落实中央的部

署要求，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努力取得更丰硕的合作成果，更

好地造福两地民众。（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headline/content/post_325553.html 

来源： 南方日报  2021 年 05 月 17 日 

 

22. 湾区潮涌千帆竞——写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 4 周年

前夕 

放眼全球，湾区既是临海向洋的地理概念，也是备受瞩目的经济现象。 

 

在这里，有具有全球第一的港口吞吐量和世界级机场集群，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超过 16 亿

吨、机场旅客运送能力超过 2 亿人次，相当于 3 分钟就驶出一艘万吨巨轮，1 分钟起降

一架客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5466.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05 月 17 日    

 

23. 广州试验区如何以“新布局”打造“新格局”？ 

广州试验区位于广州中心城区，包括琶洲、广州大学城、广州国际金融城、鱼珠等连片

区域，构建“一江两岸三片区”的空间格局，总面积约 81 平方公里。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headline/content/post_325553.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5466.html


 

《导则》规划，广州将建设全球数产融合标杆城市，到 2022年，广州试验区内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规模初步形成，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超 600 亿元。到 2025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超 900 亿元，产业数字化覆盖率过半。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24177.html 

来源：南方网 2021 年 05 月 14 日 

 

24.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转

型、经济结构重构、生活方式变迁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历史大势，在数字时代构建广东发

展新优势，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机遇，围

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数字技术创新、新型基

础设施体系构建、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核心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关键环节，系

统谋划推进、统筹资源要素、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数字化发展能力，全方位赋能经

济社会转型升级，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发展高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3239

84.html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0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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