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5 月 25 日-5 月 31 日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今年 6月，是我国第 20个“安全生产月”。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统一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结合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和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开展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

的“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5/t20210531_25030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5.31 宗边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开展 2020 年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和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统计调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统计调查制

度要求，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持有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资质、工程设计资质、工程监理资质证书的企业和从

事工程招标代理活动的企业开展统计调查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5/t20210526_25025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5.26 宗边 

 

3. 《建筑隔震设计标准》9 月起实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公告，批准《建筑隔震设计标准》为国家标准，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5/t20210531_250304.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5/t20210526_250254.html


 

标准主要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地震作用和结构隔震验算、隔震支座及隔

震构造、多层与高层建筑、大跨屋盖建筑、多层砌体建筑和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建筑、

核电厂建筑、既有建筑和历史建筑的隔震加固设计、村镇民居建筑等，适用于抗震设防

烈度 6 度及以上地区的建筑物的隔震设计及既有建筑的隔震加固设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7/20416.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报 》   作者：宗 边  2021-05-27 

 

4. 从法条变化看民法典对建筑行业的深远影响 

2020 年 5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民法典，可谓是社会生活的法律百科，

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等各个方面，对民事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规定，

建设工程领域亦在调整范围之中。（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7/2041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中国建筑业协会法律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会长谭敬慧

 2021-05-27 

 

5. 推深做实人民调解 营造建筑业良好发展环境 

近年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频发。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就建设领域合同效力、各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

施工安全等问题进行了细化与完善，其中关于签约及履约的相关规定、关于工程合同条

文的调整等，给建筑业带来重大影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7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会长栾德成 2021-05-31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7/2041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7/2041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78.html


 

6. 多地重拳整治“学区房”炒作行为 

近期，海南省、广州市、成都市、石家庄市、南京市等多地展开行动治理房地产领域虚

假违法广告，其中，以学区房的名义违规宣传和炒作房价成为整治重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8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王建业 2021-05-31 

 

7. 摸索新招数 管好住宅“养老金” 

小区道路改造、老旧电梯维修更新、监控系统升级……随着住宅的“年龄”变大，需要维

修改造的地方增多，当小区业主想要开展上述工程时，可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它是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资金，被

称为住宅“养老金”。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维护群众居住安全、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同时，进一步方便业主使用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8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江程 2021-05-31 

 

8. “寻找第二增长曲线”——2021 中国房地产数字峰会召开 

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下，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数字科技地产分会主办，钛媒体集团

承办的“2021 中国房地产数字峰会”日前在上海召开。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房地产业健康

发展，推进中国房地产行业数字生态建设，促进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寻找第二

增长曲线”为主题的主论坛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宜明，中国房地产

协会副会长兼数字科技地产分会会长、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发表大会致辞，金地集团总

裁黄俊灿作大会主题演讲，金地集团高级副总裁严家荣出席论坛。（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8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86.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6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5-31 

 

9. 工程造价改革应立足于市场、服务于市场 

工程造价管理制度需要与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我国从早期的定额计价，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控制量、指导价、竞争费”的造价管理改革，再到 2003 年开

始推行的工程量清单计价，都体现了这种思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7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教授竹隰生

 2021-05-31 

 

10. 打造新城建试点“济南模式” 

自去年被列入全国新城建试点城市以来，山东济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迅

速行动，以产业发展为主抓手、以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为试验田，创新打造新城建“济

南模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7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巡视员孙文国

 2021-05-25 

 

11. 地下管线必须保障智慧城市安全高效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全面推进实施阶段，建设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是促进信

息化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同步发展和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地下管线是智慧城市

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城市安全高效运行的“生命线”。（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6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7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79.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5/2033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葛权 2021-05-25 

 

12. 智慧停车为智慧城市“疏脉活血”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机动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而新增需求持续快速增

长，“停车难、乱停车”的问题日益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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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328万辆，比 2019年增加 114万

辆，增长 3.56%。数据显示，我国汽车保有量超 100 万辆的城市已多达 70 个。在小汽

车仍然快速进入家庭的背景下，停车设施的增长远远低于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停车难、

停车乱”问题仍然未有明显改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5/2033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刘苏 2021-05-25 

 

13.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衡量物业服务终于“有杆秤”了！ 

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规范物业服务评估活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物业服务标准和费用、物业承接查验、物业服务质量等六

种情况的评估内容和原则。衡量物业服务终于“有杆秤”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66.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5-31 

 

14. 2025 年广东城市居民天然气普及率超 70％ 

广东省政府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省加快推进城市天然气事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广东全省城市居民天然气普及率达到 70%以上，年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5/2033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5/2033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1/20466.html


 

用气量达到 200 亿立方米以上，市县建成区供气管网基本实现全覆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0/2045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作者：孙绮曼  2021-05-30 

 

15. 青海持续开展震后农房安全隐患排查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7.4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对抗震救灾工作作出的部署要求，发挥省、州、县三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联合办

公机制作用，聚焦现场指挥部近期工作目标，有序推进抗震救灾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7/20414.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报》 作者：辛雯  2021-05-27 

 

16. 资源三号 03 星在轨交付投入业务化运行 

2021年 5月 28日，资源三号 03星在轨交付仪式在京举行，标志着卫星正式交付自然资

源部投入业务化运行。 

 

资源三号 03 星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成功发射。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会同

卫星、测控、地面等各大系统建设单位，共同开展了卫星成像计划制定、拍摄、接收、

处理、分发、应用等全流程测试，开展了辐射定标验证、几何检校试验以及激光检校外

场试验，实现了激光测高和立体影像产品标准化处理，同时联合交通、应急、生态、农

业、住建、地震、林草等用户部门开展了多个行业应用测试，顺利完成了全部在轨测试

内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5/t20210528_2633652.html 

来源：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 2021-05-28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30/2045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7/20414.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5/t20210528_2633652.html


 

 

17. 甘藏春、陈锡文等畅谈土地政策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2021 年 5 月 22 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土地科学与技术学

院主办的“土地政策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陈锡文，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原司法部副部长、

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甘藏春及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土地政

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土地估价师与

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副会长朱道林教授主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rev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4&id

=8321 

来源：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官方网站 2021-05-26 

 

1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西南片区推进城市体检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 

 在近年的城市体检实践中，西南片区各样本城市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切实推动

了城市建设补短板，促进了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成都市坚持“双同步”、“双导向”

开展体检工作，将城市体检与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城市发展的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协调

推进，并将城市体检成果应用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及目标绩效考核。重庆市建立了市级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制度，采取“市级统筹、区级安排、街道分配、社区执行”

的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机制，构建了体现山水城市和内陆开放城市发展目标的特色指标。

昆明市按照“高位统筹、部门协同、四级联动、共诊共治”方式推进城市体检工作，自

主开发“众评春城”微信小程序，“开门诊断，问计于民”，并聚焦“五维五问”诊断

手段，综合查找“城市病”，建立起“综合+专项”自体检路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88 

来源：规划中国   2021-05-26 

http://www.crev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4&id=8321
http://www.creva.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4&id=832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88


 

 

19. 北京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来了！ 

为进一步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新修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北京市于近日发布了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具体内容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85 

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2021-05-25 

 

20. 发改委、住建部等四部门：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 

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四部委《关于推动

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到 2025年，全国大中小

城市基本建成配建停车设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

系统，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信息技术与停车产业深度融合，停车资源高效利用，城市停

车规范有序，依法治理、社会共治局面基本形成，居住社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

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到 2035年，布局合理、供给充足、智能高效、便捷可

及的城市停车系统全面建成，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83 

来源： 中国政府网  2021-05-25 

 

21. 2021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与运行状态监测报告》发布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响应《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

战略部署，进一步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要

求，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体检”等系列工作的开展和推进，有序推动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促进“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85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83


 

路布局理念的落实，准确识别和诊断城市道路运行状态，提高城市道路网通行效率和承

载能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91&cid=12 

来源： 中规院交通院 作者：王芮、曹雄赳、王欣宇  2021-05-26 

 

22.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曹立：物业管理行业如何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 

本文改编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曹立在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的主题演 

 

“进入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在构建

新格局当中，物业管理行业面临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如何能够大有作为，这是我和大家

分享的主要内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ecpmi.org.cn/ZwxMember/RCenter/RCenterNewsInfo.aspx?ClassID=5

01040&NewsID=12045 

来源： 《中国物业管理》2021 年第 4 期   2021-05-28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深化“十四五”

时期重点领域价格机制改革，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围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完善价格调

控机制，提升价格治理能力。到２０２５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591&cid=12
http://www.ecpmi.org.cn/ZwxMember/RCenter/RCenterNewsInfo.aspx?ClassID=501040&NewsID=12045
http://www.ecpmi.org.cn/ZwxMember/RCenter/RCenterNewsInfo.aspx?ClassID=501040&NewsID=12045


 

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科学定价机制全面确立，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重要

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服务价格政策基本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

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建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5/t20210525_1280791.html 

来源：价格司   2021/05/25 

 

24. 《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的通知》 

为做好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

平台”，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以下简称“三调”）的真实性基础上反映规划管

理的合理性，现就规范和统一规划现状基数通知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ghzyj.sh.gov.cn/hyxw/20210527/c25779ec524e43b7ac7bd2e239b5f6e0.ht

ml 

来源：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1 年 5 月 24 日 

 

25. 李克强出席第二届全球绿色目标伙伴 2030 峰会 

李克强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肆虐，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

加，全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困难和冲击，国际社会应当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努力实现谋发展与绿色转型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推动提质升级。 

 

李克强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让中国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实现低碳绿色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需要付出艰

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国将在今年 10 月主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5/t20210525_1280791.html
http://ghzyj.sh.gov.cn/hyxw/20210527/c25779ec524e43b7ac7bd2e239b5f6e0.html
http://ghzyj.sh.gov.cn/hyxw/20210527/c25779ec524e43b7ac7bd2e239b5f6e0.html


 

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迈上新台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5/30/content_5613992.htm 

来源： 中国政府网   2021-05-30 

 

26. 广州将债务资金主要投向轨道交通、机场等重大项目 

市政府债务资金主要投向轨道交通、机场等各个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取得了较大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5 月 27 日下午，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

会议审议了《关于广州市政府债务管理情况（2017-2020 年）的报告》。（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49845.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 年 05 月 28 日 

 

27. 河北今年已启动 199个城中村改造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发布消息称，2021年，全省计划启动改造 459个城中村。

截至目前，已启动 199 个，启动率为 43%。 

 

在今年的城中村改造中，河北省加强示范引领，发掘各地城中村改造的好政策、好典型、

好做法，树立先进典型。培育保定市和邯郸市峰峰矿区改造试点，鼓励各市对城中村实

行连片、打捆、整体改造。（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6/20387.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报》 作者：周珊  2021-05-26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5/30/content_5613992.htm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4984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6/20387.html


 

28. 上海试点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贷款 

经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5月 20 日开始在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试点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购房贷款业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5/26/2036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丁艳彬   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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