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7 月 13 日-7 月 19 日 

政策法規﹕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意见》发布 

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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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

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15/content_5625299.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7-15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

告》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0 年

年度报告》，全面披露了 2020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 

 

2020 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运行平稳，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26210.83 亿元，

6083.42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18551.18 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302.77 万笔、

13360.04 亿元。“十三五”期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累计 106264.77 亿元、提取额累

计 73930.14 亿元，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57954.19 亿元；“十三五”期末，个人住

房贷款率 85.31%。（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15/content_5625299.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6/21647.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07-16  

 

3. 一图读懂《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6/2164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7-16  

 

4. 十部门联合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0 部门印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明确，专用账户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施工总承包单位（以下简称“总包单位”）

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

金管理三方协议。专用账户名称为总包单位名称加工程建设项目名称后加“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对总包单位开立、撤销专用账户情况的监督。（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3/2157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3  作者：宗边 

 

5.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印发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

重要引擎。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5G 应用

“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明确，到 2023 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将显著

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6/2164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6/2164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3/21573.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61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7-14  作者：宗边 

 

6. 行业动态 | 解读《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附原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 10 部门印发《5G 应用

“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工信部联通信〔2021〕77 号，下称《行动计

划》），为推动政策加快落地，回应社会关切，现对《行动计划》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615.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07-14 

 

7. 行业动态 | 专家解析《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近期发布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

规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有助于及时揭示城市空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

短板，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建设安全韧性、绿色低碳、开放协调、创新智慧、

包容共享并独具魅力的美好城市。今天特邀几位业内专家就规程要点及其相关内容进行

深度解析，谨供参考交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110.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07-15  作者单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新聞﹕ 

8. 6 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稳中有落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量较上月减少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61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615.html
http://www.cacp.org.cn/ghqy/11110.jhtml


 

7 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量较上月减少 2 个。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绳国庆表示，6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整体呈现稳中有落的态势。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0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9  作者：王建业 

 

9.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稳定增长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1 年 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上半年，

房企开工动力逐步走强、土地购置面积有所下降、销售面积再创新高……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2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0%；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7.2%，两年平均增长 8.2%。其中，住宅投资 5.42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0%。（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1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9  作者：王建业 

 

10. 我国自主研制世界首台千吨级高铁架桥一体机“昆仑号”完成首秀 

7 月 11 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的全部架梁任务告终，我国自主研发的“昆

仑号”千吨级运架一体机在湄洲湾特大桥建设工地完成最后一孔 40 米高铁箱梁架梁任务，

首秀完美落幕。接下来，在经过拆解、运输、组装之后，这台体现我国高铁桥梁架设最

先进技术的大国重器将在浙江参与杭衢铁路的建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html?id=15140 

来源： 建筑新网 2021 年 07 月 15 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0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10.html
http://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html?id=15140


 

 

11. 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武汉试点通过中期评估 

近期，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武汉试点中期建设成果通过评估。评估组认为，项目成果

具备了向全国推广、复制的能力和水平。 

 

2019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正式批准武汉市成为全国首个新型基础测绘试点城市。本着边

探索、边实践、边应用的思路，经过两年的建设，该试点项目紧紧围绕自然资源“两统

一”管理的需求，结合自然资源部的批复要求和武汉市锚定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

核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的总体定位，开展了基础测绘建设的全面转型升级，在产品体

系、技术体系、组织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 4 个方面的转型升级取得了阶段性的创新突破，

着力为国家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提供武汉经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7/t20210714_2662829.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7-14  作者：李鹏鹏  

 

評論 / 主題探討﹕ 

12. 周小平：面向人的服务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运维阶段作为建筑生命周期中最长、项目回收投资和取得收益的重要阶段，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如何提供一种高效、透明化、面向“人”的服务是建筑运维的价值所在，也是

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598.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4  作者：程晓丽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7/t20210714_266282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598.html


 

13. 装配式建筑：助力擦亮“中国建造”品牌 

建筑是历史的年鉴。作为向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中开工最晚但建

设速度最快的一个，民族饭店采用装配式框架结构，仅用了短短 10 个月时间就建成完工，

开创了我国大型预制装配式结构机械化施工的先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5/2163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5  作者：高洋洋 

 

14. 多地政策频出 学区房“降温”了吗？ 

随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加快学区改革，施行多校划片、分配名额、教师轮

岗等措施发布，一些地区学区房已出现“降温”迹象。业内人士认为，仍需多措并举，

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淡化学区房概念，让教育和住房均回归本位。（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0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9  作者：鲁畅 郭宇靖 

 

15. 园博园场馆建设 这些新技术很绿色 

在我国“碳中和”蓝图中，建筑业的角色至关重要，作为碳排放大户，建筑业的低碳转

型，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绿色建筑领域的减碳已成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关键一环，对全方位迈向低碳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筑业摘“高碳”标签，推进低碳绿色建筑正当其时。将于 2021 年 9 月~12 月举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徐州）国际园林博览会，以“绿色城市·美好生活”为主题，以“全城园

博”为办会理念，在项目建设中实践绿色建造理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59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5/2163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0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59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4  作者：王晓晖 

 

16. 发展绿色建筑 助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当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流，是最具潜力的发展维度。以绿色发展为主

线，践行绿色建造理念，全面深入推进绿色建筑，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0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9  作者：刘鑫 

 

17. 高层建筑共振晃动 多招联手防抖 

日，深圳市福田区高层建筑赛格大厦出现晃动情况备受关注。随着我国各地的高层、超

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建筑物安全一直是广受热议的话题。我国对高层、超高层建筑物，

从选址、设计、审批到施工、监理、验收等，都有很严格的标准和规范。为防止摆动、

抗风减震，高层建筑在设计时也是各出奇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1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9  作者：王晓晖 

 

18. 以数据为支撑 让管理更智能 

2021 年 6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技术导则》

（修订版），进一步指导地方做好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推进智慧城市

建设。 

 

CIM 基础平台应定位于城市智慧化运营管理的基础平台，由城市人民政府主导建设；

CIM 基础平台的建设统一管理数据资源，提供各类数据、服务和应用接口，满足数据汇

聚、业务协同和信息联动的要求。（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0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712.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3/2156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3  作者：杨滔 张晔珵 

 

19. 城市系统加速变革 智慧进化任重道远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系统对于人口的承载能力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我

国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主导的城市系统变革正在加速爆发。 

 

与之相应的，在市场上，随着智慧城市需求扩大，各领域的领先企业纷纷布局智慧城市

建设领域。一批企业相继在各大城市落地项目，以帮助当地政府构建智慧城市建设体系。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市场表现较为活跃，但实际上智慧城市真正落地的项目还未达到我

们所想象的那样智慧、科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3/2156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7-13  作者：陈选滨 

 

20. 为创新发展精准导航 

用电子地图应用系统为重点项目的推进提供信息化支撑，力推“多测合一”改革打造

“放管服”改革新亮点……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的测绘地理信息供给体系，正在为江

苏省常州市创新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7/t20210713_2662748.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7-13  作者：谢忠义 

 

21. 当前基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推进思考——关于“三线一表”编制工作问题及建

议 

近期随着广东、山西、重庆等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以及运城、武汉、湖州长兴县等市县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3/2156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3/21563.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7/t20210713_2662748.html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公示或公众版成果发布，标志着历经两年多改革探索的国土空间规划

实践成果进入验收阶段。从公开成果来看，规划主要由现状基础、目标定位、空间格

局、重点内容（核心区域规划、重点专项规划等）、实施保障等部分组成，各级规划主

体内容框架已基本明晰，而且《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度规范（试行）》对图纸类

型、绘制要素、配色指引等都进行了规定，甚至还提供了 31 张参考样图，进一步规范

了市县国土空间规划成果编制。但感觉当前县级与乡镇等基层规划工作推进还存在一些

问题值得反思，体现较为明显是“上下联动”过程中一些关键问题认知偏差较大或上级

还未明确，导致基层规划工作还存在等待、观望甚至是博弈的情况。结合笔者实践及调

研工作体会，现重点就“三线一表”这项编制工作谈一些思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92 

来源： 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1-07-15  作者：谢来荣 

 

地方動態﹕ 

22. 精细化投放收运装修垃圾 上海实施垃圾管理新规 

在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乐山六七村和乐山八九村中间的道路旁，装修垃圾库房里的

“智能箱”格外显眼。装修垃圾箱可以感知存放余量，满溢时自动通知后台，清运时直

接拖上车，给两小区共计 2300 余户居民带来便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673.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7-19  

 

23.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推 18 项制度创新成果 

7 月 13 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举行制度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

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忠伟介绍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制度创新等有

关情况，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朱石清、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闽、上海市医疗

保障局副局长曹俊山出席发布会，共同回答记者提问。（部分节选）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92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9/21673.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7 

来源：上海发布 2021-07-13    

 

24. 上海市统筹推进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 

上海扎实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统筹推进旧区改造和历

史建筑保护，既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居住问题，又留住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走出一

条超大城市旧区改造和有机更新的新路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6/21642.html 

来源： 央视网 2021-07-16  

 

25. 747 台施工中 上海老楼装电梯按下“快进键” 

今年上半年，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全市 2653 个门洞通过居民意见征询，完工 424

台，正在施工 747 台。今天上午，《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执法检查启动。从“既有设

施无障碍”到“数字无障碍”，上半年成绩怎么样？(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575.html 

来源： 新民晚报 2021-07-14  

 

26. 地方动态 | 武汉：“地理信息+”撬动智慧城市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信息资源。自 2012

年启动试点以来，全国已有 59 个城市申请成为自然资源部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建设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7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6/2164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7/14/21575.html


 

试点，其中 20 个通过验收。中国自然资源报将陆续推出《智慧城市万里行》系列报道，

总结试点经验，带您走进这些智慧城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120.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07-16 

 

27. 武汉出台构建高起点规划体系工作方案 

武汉市政府官网 7 月 2 日发布《武汉市构建高起点规划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按照 100 万至 200 万人“大城市”标准规划建设光谷、车谷、临空经济区、

长江新区四个副城；同时，打造“轨道上的大武汉”，推进滨江商务区等亮点片区建设，

助力武汉打造“五个中心”，提升城市能级和城市品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6 

来源： 长江日报 2021-07-13   

 

28. 《重庆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有何亮点？ 

为做好重庆市城市更新顶层设计，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

迈出新步伐，日前重庆市政府印发施行《重庆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管理办法》有何亮点？重庆的城市更新项目如何实施？重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邀请了杨保军、秦虹、王凯等多位业内专家，从专业角度对《管理办法》的

施行背景、意义和亮点举措进行了详细解读，并为未来重庆探索城市更新的方向提出了

宝贵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91 

来源： 重庆住建 2021-07-15   

 

http://www.cacp.org.cn/ghqy/11120.j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6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91


 

29. 一图读懂《北京市重要市政场站城市设计导则》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组织编制了《北京市重要市政场站城市设计导则》，该导则已正

式印发，将为市政场站设施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出建立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城

市设计管理体系，更好地统筹城市建设布局、协调城市景观风貌，建设令人愉悦的美丽

城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96 

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2021-07-19  

 

30. 深圳今年安排重大项目 536 个 总投资 28264.9 亿元 

7 月 9 日，深圳两大交通民生项目——沙河西路改造工程、南坪快速路二期建成通车，

前者为南山组团南北向交通走廊“提速”，后者打通前海对外交通要道，助力深圳通达

全球、联通湾区、发展提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35614.html 

来源： 南方日报 2021-07-15    

 

31. 广东出台全国首个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案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明确了五大

方面 24 项任务，从释放公共数据资源价值、激发社会数据资源活力、加强数据资源汇聚

融合与创新应用、促进数据交易流通、强化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着力，大力加快培育数

据要素市场。 

 

日前，全国首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文件——《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

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正式印发。（部分节选）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96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35614.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8&cid=12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 2021-07-14 

 

32. 《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解读 

去年 3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中发〔2020〕9 号），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

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作为全

省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和重要创造型引领型改革，于近日印发《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行动方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9&cid=12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 202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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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HKIS-Official  

微信名﹕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 QQ 群聊（只供会员加入）  

群号﹕113919687 

群聊名称﹕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腾讯视频  

名称﹕香港测量师学会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8&cid=12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689&cid=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