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6 月 1 日-6 月 7 日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部署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全覆盖清单管理，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

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 4 种方式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在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

大改革试点力度。（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4/20618.html 

来源：2021-06-04 新华社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 10 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急难愁盼”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

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

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入察访民意的基础上，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重点工作和群众关

切，研究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确定了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

度、在 10 个城市推广公租房 APP、实现住房公积金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加大

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养和管理、深入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一级注册建筑师和一级注册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加快建

设居住社区活动场地、公布通俗易懂的绿色住宅验房方法 10 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

点项目，着力在解决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上下真

功、出实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4/2061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4/20623.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6-04 

 

3. 《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印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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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

展改革委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导向，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在

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中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方向，支持人口净流入大城

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推动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优先满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群体租赁住房需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

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4/20619.html 

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2021-06-04 

 

4. 呼和浩特计划改造老旧小区燃气管网 36.4 公里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计划对全市范围内的 333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改造。近

期，很多小区都已经陆续开始了改造工作。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燃气管网的安全稳定运

行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从 2017 年开始，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相关

项目单位开展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工作，对运营时间长、安全隐患大、泄漏严重的老

旧管网进行改造和更新。2021 年，计划完成 36.4 公里老旧管网改造。目前，项目单位

正加快推进此项工作，计划今年 12 月底全面完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7/20655.html 

来源：呼和浩特新闻网  2021-06-07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4/2062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4/2061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7/20655.html


 

5. 河北印发第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加装电梯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 

为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加装电梯工作提质提效，近日，河北省老旧小区改造领导小

组办公室梳理总结了一批省内外可复制政策机制，制发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

策机制清单（第一批）》《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一批）》，

供各地在开展工作中进行学习借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7/20657.html 

来源：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6-07 

 

6. 上海印发《关于加强本市绿色建筑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国管

局 银保监会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上海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

方案》要求，进一步推进本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绿色建筑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7/20659.html 

来源：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1-06-07 

 

7. 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场主体不断加强创新变革、产业不断强化转型升级一直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近年来，在国家层面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的背景下，不仅第二批国家级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中涌现出了 12 个园区类产业基地，而且各地在加快建设装配式建筑产

业园上也是动作频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1.html 

来源：2021-06-02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程小红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7/2065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7/2065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1.html


 

 

8. 推广力度再加大 采用装配式建筑成土地出让条件 

日前，北京市 2021 年度首批商品住宅用地集中出让收官，30 宗住宅用地土地总面积约

169 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 345 万平方米，共实现土地出让价款约 1110 亿元。值得关

注的是，在本次现场竞拍中，共有 10 宗地竞到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投报阶段，将通

过专家评审方式最终确定竞得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4.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报》2021-06-02  作者：程晓丽 

 

 

 

 

 

9.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建筑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速 

无创新，不发展。无论什么行业，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行业发展变化都是不可估量的，也

因此一直备受推崇。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长久以来被视为技术洼地的建筑业却迎

来绿色技术创新的新一轮蓬勃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2021-06-02  作者：程小红 

 

10. 探寻建筑领域的零碳路径 

说到建筑领域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前提是量化建筑领域碳排放指标，而碳排放量则要

首先明确建筑碳排放的边界。建筑领域碳排放的边界包括能源燃烧的直接排放、建筑运

行的间接排放和建材生产、建筑施工的隐含碳排放，三者之和为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6/20625.html 

来源：2021-06-06  中国建设新闻网  作者：任军 

 

11. 《乡村振兴促进法》今起施行 把乡村振兴工作纳入到法治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通过，自今天（6月 1日）起施行。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

保护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从法律层面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得到落实，确保各地不松

懈、不变调、不走样，持之以恒促进乡村振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1/20504.html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1-06-01 

 

12.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做好城市“大管家” 市民“好家政” 

 当前，山东省济南市作为特大城市、“万亿”城市正在快速发展，济南市城市管理局通

过基层调研、“金点子”征集等多种方式，反复研判形势、分析问题、提高政治站位，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强化系统观念，提出用大城管、城市美学、经营

城市、无废城市、智慧城管、全民城管“六个理念”，“六位一体”做好城市“大管

家”、市民“好家政”，以城市品质大提升助力特大城市建设，全力打造全国首屈一指

的“洁净、有序”城市环境，以崭新的城市面貌迎接建党 100 周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0.html 

来源：作者：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孙世会  2021-06-02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印发《排水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

民城市为人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

韧性城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把内涝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6/206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1/2050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6/02/20560.html


 

程和重大发展工程，近年来持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中西部省份城市和县城排水设

施建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6/t20210602_1282455.html 

来源： 投资司   2021/06/02 

 

14.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7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与

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拉开了国家层

面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帷幕。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会议、重要场合对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大湾区建设工作领航掌舵、把脉定向。（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hlf/lddt/202106/t20210601_1282402.html 

来源：求是  2021/06/01 

 

15.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数据汇交要求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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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组织相关单位，研究制定了《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数据汇交要求（试行）》，现印发

你们，请参照执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14 

来源：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1 年 6 月 3 日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6/t20210602_1282455.html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hlf/lddt/202106/t20210601_1282402.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14


 

16.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该如何建设？《意见》来了！ 

日前，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试点。 

 

《意见》主要从科学优化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壮大市场主体、创新服

务能力、引导规范经营等方面明确工作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06 

来源： 商务部网站  2021-06-01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今日起正式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 5 月 27 日在

京举行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业农村部等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和基层干部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

部、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等相关单位进行了书面交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05 

来源：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1-06-01 

 

18.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正式发布 

日前，《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发布，将建设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在园中、林廊环绕、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

打造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06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05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15 

来源：绿色上海  2021-06-07 

 

19. 城市如何规划、建设、管理好？北京城市副中心经验来了 

高质量发展，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高质量发

展的深入实施，需通过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

核的协调支撑来实现。副中心控规提出构建“城市副中心质量”的规划建设管理框架，

要求从创新规划编制和管控体系、加强政策集成与创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

规划实施和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等方面，形成逻辑闭环的体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Q8xaDqjKc7STxRyBECxJg 

来源：北规院课题组  中国城市规划 

 

20. 沿着沈海高速 一起看粤港澳大湾区究竟有多“大” 

沿着高速看中国，今天一起来穿越一条极具海滨风情的浪漫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

路，开启一段对海浪、沙滩、蓝天的追逐。沿着沈海高速，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具经济活

力的——粤港澳大湾区↓↓↓ 

 

大湾区包含了 11 座城市，常住人口 8000 多万，核心区密度已经超过纽约、东京等世

界级城市群。2020 年，大湾区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城市有深圳、广州、香港、佛山

4 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85626.html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1年 06月 07 日 

 

21. 何立峰：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15
https://mp.weixin.qq.com/s/EQ8xaDqjKc7STxRyBECxJg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385626.html


 

重要战略地位。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7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拉开了国

家层面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帷幕。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会议、重要场合对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大湾区建设工作领航掌舵、把脉定向。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04&cid=13 

来源：求是网 2021.06.01 

 

 

 

22. 郑时龄：将艺术元素融入城市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城市较多聚焦社会、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重视城市的规划建设，而

对城市发展软实力的重视往往滞后于城市建设。上海也不例外，其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的地位并不清晰。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上海的全球城市竞争力得到快速

提升，为向着更高目标发展奠定了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10&cid=13 

来源：i 自然全媒体 2021.06.03   

作者﹕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 

 

23. 上海“十四五”将完成旧改约 160 万平方米 

记者从上海市政府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已敲定“十四五”时期旧区改造

总体目标：2021年～2022年，计划完成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110余万

平方米、受益居民 5.6 万户；“十四五”期间，将完成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改造 48.4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1.7 万户。（部分节选）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04&cid=13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10&cid=13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106/t20210603_25035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6.03 记者 丁艳彬 

 

24. 海南织牢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网 

日前，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全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全

系统各部门坚决扛起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责任，推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好转，全力维护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稳定大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dfxx/202106/t20210603_25035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6.03 邛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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