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8 月 3 日-8 月 9 日 

政策法规﹕ 

1.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已经 2021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第 135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4/content_5629341.htm 

来源：国务院         2021-08-04 

 

2. 提高建设工程抗震防灾能力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司法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相关负责人解读《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7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44 号国务院令，公布《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相关负责人对《条例》进行解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5/2215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5 

 

3. 司法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2021 年 7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44 号国务院令，公布《建设工程抗震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06/content_5629928.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04/content_5629341.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5/2215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8/06/content_5629928.htm


 

来源：司法部网站        2021-08-06 

 

4.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认真抓好《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贯彻落实工作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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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健全规划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制度，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指示精

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自然

资源部制定并发布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以下简称《体检规程》，附

件 1）。现就实施要求通知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hyzs/11278.jhtml 

来源：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1-08-05 

 

5. 《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来了！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提出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

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围绕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

工等方面积极探索，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取得较大进展。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总结各地经验做法形成《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可复制经验做法

清单（第一批）》，并印发给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供结合实际学

习借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095.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08-04 

 

6.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据新华社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

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http://www.cacp.org.cn/hyzs/11278.j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095.html


 

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1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9 

 

7. 第一批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出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一批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

展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zfcxjst.gd.gov.cn/zcjd/wzjd/content/post_345818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8-05  宗边 

 

8.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亮点解读 

2021 年 7 月 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43 号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 1998

年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 2019 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

重要法律武器。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诸多亮点值得关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fazhi/20210803_132799.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03  作者：魏莉华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14.html
http://zfcxjst.gd.gov.cn/zcjd/wzjd/content/post_3458188.html
http://www.iziran.net/fazhi/20210803_132799.shtml


 

新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全面加强施工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入做好房屋

市政工程施工工地（以下简称“施工工地”）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建筑施工领域从

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全面加强施

工工地疫情防控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8/t20210806_25111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8.06  宗边  

 

10. 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制度、考试实施办法将有新规两部门发文征求意见 

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改革精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共同起草了《房地产

估价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房地产估价师职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并于近日印发通知征求意

见，要求 8 月 20 日前将意见函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8/t20210803_25107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8.03  宗边 

 

11. 全国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将启动 

近日，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节

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通知明确，经国务院批准，全国节能宣传周定为

今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9 日，全国低碳日定为 8 月 25 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

主题是“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全国低碳日活动的主题是“低碳生活，绿建未来”。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8/t20210806_251114.html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8/t20210803_25107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8/2218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8      作者：宗边 

 

12. 6 省市银保监局：下半年严控信贷违规进入楼市 

截至 8 月 2 日，已有 6 省市银保监局年中工作会议内容出炉。其中，北京、安徽、广

东、四川多地均在会议中再提严控信贷违规进入楼市。此前银保监会亦在 2021 年中工

作会议中表示，将严格执行“三线四档”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要求，防止银行保险资金

绕道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9  作者：江程 

 

13. 新型测绘技术强力支撑政府中心工作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如今，数

字化改革体现在绍兴的每一个角落。绍兴市自然资源系统大力响应，按照“数字浙江”

建设部署，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数字化技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806_132871.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06  作者：劳益瑾 陶文旷 

 

14. 中建协发布《2021 年上半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 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6.26%持续上升 

7 月 28 日起，“中国数字建筑峰会 2021·城市峰会”在全国多站陆续开启。本届峰会以

“‘十四五’新征程，数字化赋能新发展”为主题，旨在以实践分享为纽带，碰撞新形

势、新技术、新机遇下的数字化转型方略，共议“十四五”新时期数字化转型方向与路

径，加速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10000 余位行业主管部门领导、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8/2218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26.html
http://www.iziran.net/cehuihaiyang/20210806_132871.shtml


 

专家学者，建设方、施工方、中介咨询、设计院及高校等嘉宾汇聚峰会现场，共商建筑

行业数字化转型大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05/content_13885.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8-05  记者：方佩岚 

 

15. 中国数字建筑峰会 2021·城市峰会 20 余城市开启 - “数字化赋能新发展”京津冀专

场精彩纷呈 

中国建筑业协会于 8 月 3 日发布《2021 年上半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数据显示，

2021 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不含劳务分包建筑业企业，下同）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19843.55 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 18.85%；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26%，持续上升。各地区跨省完

成的建筑业总产值 41440.9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7%，跨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

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 34.58%。江苏、浙江继续领跑全国各地区建筑业，建筑业总产

值分别达到 13925.18 亿元和 10342.69 亿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05/content_13866.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8-05  记者：胡婧琛 

 

16. 前 7 月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涨逾 2% 珠三角三城涨逾 5% 

中新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记者 庞无忌)今年以来，中国百城房价保持稳中有升态势，珠三

角城市新房热度仍然集中。 

 

中指研究院 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7 月，中国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2.06%，涨幅较去年同期扩大 0.35 个百分点，累计涨幅仍处近三年同期高位。（部分节

选）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05/content_13885.html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05/content_13866.html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05/content_13866.html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08-05  记者：庞无忌 

17. 58 同城、安居客发布《7 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 全国房价上涨态势放缓 

58 同城、安居客发布 2021 年《7 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

显示，全国房价整体上涨的态势不断放缓，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出现降温。2021 年 7 月

全国重点监测 65 城新房在线均价 17419 元／㎡，环比上涨 0.07％，其中有 37 城新房

在线均价环比上涨。二手房在线挂牌均价 17025 元／㎡，环比上涨 0.50％，其中有 45

城二手房挂牌均价出现环比上涨情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8/09/content_8721560.htm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2021-08-09  记者：孙蔚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05/content_13866.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8/09/content_8721560.htm


 

评论/探讨 

18. 紧扣“一体化” 突出“大轨道” 推动长三角轨道交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为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战略部署，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经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同意，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

轨道交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长

三角地区成为多层次轨道交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规划》充分体现长三角地区

的特点和需求，紧扣“一体化”关键词、突出“大轨道”发展理念，从构建多层次网络

布局、打造优衔接枢纽体系、提升一体化融合水平等方面提出了长三角多层次轨道交通

发展的重点任务。《规划》对提升轨道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推动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多层次轨道交通具有重

要参考和借鉴意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8/t20210806_1293330.html?code=&st

ate=123 

来源：基础司         2021-08-06  

作者：乔敏源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9. 中国为何难以形成“多中心”城市生态？ 

中国人口和资源向都市圈、城市群聚集；不同区域的发展呈现南北分化、城乡差异等态

势。 

 

城市的发展进步、城市的现代化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直接关系到新发展格

局的形成。当前，中国城镇化正进入转折点、关键期，唯有充分厘清种种认识误区，才

能在未来发展中避免挫折和歧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33 

来源：《财经》杂志        2021-08-0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8/t20210806_1293330.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8/t20210806_1293330.html?code=&state=123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33


 

 

20.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市规划传承融合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市规划如何安身立命，看起来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

方面，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文件中并没有对城市规划的具体描述，这不免使人疑惑：一

直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得到广泛认同又取得丰硕学术积累的城市规划，如何能在规划

体制的改革中消弭于无形；另一方面，学界对于城市规划以何种方式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未有一致看法，甚至还在观望。然而，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五个统筹”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是规划自身变迁的规律，

也是世界各国空间管制之大势所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33 

来源：城市规划         2021-08-09 

作者：朱锦章 山东省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注册城乡规划师 

 

21. 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突破 ——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进入新发展阶段，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如何推进？新华社记者安蓓 30 日专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专访内容如下，欢迎分享。（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31 

来源：新华社         2021-08-03 

 

22. 从“疾病管理”到“健康管理”——上海探索超大城市玻璃幕墙精细化治理新路径

侧记 

上海市建筑幕墙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的大屏上一个红灯开始闪烁，点开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33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31


 

之后，原来是四川北路 1363 号壹丰广场裙房玻璃幕墙的应急避险催告单。该项目值班

人员立即安排无人机巡检，玻璃幕墙的“安全隐患”被及时排除。（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2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9        作者：丁玲     

 

23. 多地发布“内涝治理”政策 CIM 基础平台“大显身手” 

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发展工程。截

至目前，多地已发布相关“内涝治理”政策，其中深入推进新型智慧化建设，借助 CIM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定位、记录、汇总统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类信息，是解

决问题的客观数据基础，三维虚拟参照物能提供直观的预警，支撑智慧建造和智慧运维。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3       作者：夏漪 

 

24. 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让新市民住有安居 

“尽管项目还没有正式入市，但目前已经有不少租客过来询问，包括一些为员工寻找宿

舍的企业。”在北京市大兴区，鲁能领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目前接待情况来看，

客户的租赁意愿很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3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9        作者：王建业 

 

25. 新技术、新材料、新管理 破解建筑节能痛点需精准发力 

随着新型建筑工业化的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关于建筑的装配化、工业化、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2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30.html


 

智能化、绿色化的讨论一直备受关注，新技术、新材料以及新管理理念作为有力支撑要

素，也愈发重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4        作者：程小红 

 

26. 对话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王荣村：评价各地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需完善综合

性指标体系 

“十四五”时期，装配式建筑该如何发展？《中国建设报》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以来，

安徽、海南等地或已发布装配式建筑“十四五”专项规划，或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合肥市装配式建筑“十四五”专项规划已提交合肥市政府审核。据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总工程师王荣村介绍，合肥版专项规划主要设置了建设规模、产业布局、市场主体、

建造模式、科技创新、政策机制等维度的发展目标，今后将重点在社会化投资的商品

房项目中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当前，如果想衡量各地装配式建筑发展的真实水平，

还需完善综合性指标体系，装配式建筑发展追求的最高标准应该是得到老百姓的充分

认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4        作者：高洋洋 

 

27. 技术创新研发组织不断增多 为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赋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提升科技对产

业和企业发展质量的贡献率。《中国建设报》记者注意到，近期不少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上的企业都在抢抓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先后创建了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工作室、

装配式建筑技术创新联盟、智能建造科技创新联合体等，致力于推动行业加快实现高质

量发展。（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26.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4        作者：程小红 

 

28. 灾后智慧城市建设路径的反思 

2021 年 7 月 20 日，郑州特大暴雨导致的断电、断网，给市民带来了诸多不便。雨灾之

后，客观地审视高速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无疑将会促进其更为坚实地发展。诚然，智

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依托于电力、网络设施等，一旦电力、网络、云存储等基础设施遭

到破坏之后，智慧城市必然就立刻停止其运行与服务。如果遭遇到黑客攻击或破坏，智

慧城市甚至可能提供错误的信息与服务，导致社会经济的混乱与失控。随着全球极端气

候的增多、全球地缘政治的复杂化，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更需要强化其安全性、多元性、

协同性、智能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3        作者：杨滔 

 

29. 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如何布局？ 

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生存的空间似乎变得越来越脆

弱，如何规划国土空间才能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

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新格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2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7.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09        作者：焦思颖 

 

30. 找准城市治理中的关键地质安全风险点 

河南郑州“7· 20”特大暴雨后，城市内涝灾害如何防范，海绵城市如何发挥减灾作用

广受关注。郑州是全国首批开展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的示范城市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

按照“中央引领、地方主导、协调联动、高效推进”的原则，与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郑

州市人民政府构建了联动机制，在“空间、资源、环境、灾害”等方面统筹部署地质调

查工作，以期为郑州市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提供自然资源和地质环境保障。结合现

阶段城市地质调查成果，“郑州市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项目组对郑州市的资源环境条

件和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对如何支撑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进行了思考。（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809_132903.s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09        作者：吕敦玉 孟舒然 王翠玲 

 

31. 工程索赔常见认识误区及化解建议 

河南郑州“7· 20”特大暴雨后，城市内涝灾害如何防范，海绵城市如何发挥减灾作用

广受关注。郑州是全国首批开展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的示范城市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

按照“中央引领、地方主导、协调联动、高效推进”的原则，与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郑

州市人民政府构建了联动机制，在“空间、资源、环境、灾害”等方面统筹部署地质调

查工作，以期为郑州市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提供自然资源和地质环境保障。结合现

阶段城市地质调查成果，“郑州市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项目组对郑州市的资源环境条

件和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对如何支撑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进行了思考。（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809_132903.s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8-09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809_132903.shtml
http://www.iziran.net/shendu/20210809_132903.shtml


 

作者：姚宗国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32. 坚持“房住不炒”坚守“三稳”基调 支持租赁住房 今年下半年楼市走向定调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本次会议为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定调，再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发展租赁住

房，落实用地、税收等支持政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8/09/content_8721557.htm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2021-08-09        记者：孙蔚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8/09/content_8721557.htm


 

地方动态 

33. 北京明确房屋维修责任将“先应急后追偿” 

为及时解决房屋渗漏、下水管道堵塞等居民诉求集中的房屋维修问题，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城镇国有土地上依法建造住宅维修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房屋维修的各方责任，针对应急维修等情况建

立“先应急后追偿”制度。（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8/2218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8      作者：金豫 

 

34. 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好耕地问题、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决策部署，

深入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切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首都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促进都市型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就全面推行“田长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43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8-09  

 

35. 上海 2023 年力争八成新基建项目应用 BIM 

近日发布的《上海市进一步推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明确，到 2023 年年底，力争 80%规模以上的新基建项目建设和管理使用 BIM（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5/2215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8.06  记者：丁艳彬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8/22181.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4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5/22154.html


 

 

 

36. 上海今年开始实施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 

8 月 3 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姚凯在接听“夏令热线”市民群众来电

中表示，今年开始实施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到 2023 年，将完成全市内环内主次干

道、内外环间重要道路，以及历史风貌区、旅游景区、“一江一河”沿线、郊区新城、

核心镇、历史名镇等重要区域范围内约 600 公里的整治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0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4        作者：丁艳彬 

 

37. 天津 6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日前，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委、天津

银保监局、市委网信办 6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 10 方面意

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190.html 

来源：天津日报         2021-08-09 

 

38. 《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10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条例》，成都将依托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生态廊道、天府绿

道、天府蓝网以及全域公园体系等构建山水林田湖城为一体的生态基础。 

 

至 2035 年，成都市森林覆盖率不低于百分之四十三，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不低于百分之四

十，绿化覆盖率不低于百分之四十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十五平方米，公园绿地

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林荫路推广率不低于百分之八十五。（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4/2210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190.html


 

http://www.cacp.org.cn/ghqy/11291.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1-08-09 

 

39. 海南省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海南省降碳行动迈出“新步”。近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试行开展碳排放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将在部分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园

区、重点行业、重点项目中，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通知》指出，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实施范围包括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需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电力、建材、石化、化工、造纸、医药、油

气开采等重点行业。（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276.jhtml 

来源：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1-08-05 

 

40. 广东印发工地疫情防控紧急通知 提出“五个坚决”关键措施 

近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紧急通知，提出 5 项近期工地疫情防控关键措施，

要求各地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迅速贯彻落实。（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19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9 

 

41. 广州临空经济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五个中心” 

近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广州市临空经济区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待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条例》指出，临空经济区将全

面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生态智慧现代空港区、临空高端产业集聚区和空港体制创新试验

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

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部分节选） 

http://www.cacp.org.cn/ghqy/11291.jhtml
http://www.cacp.org.cn/ghqy/11276.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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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37388.html 

来源：广州日报      2021 年 08 月 09 日  

 

42. 广州：将构建“CIM+”六大应用体系 

近日，广州市 CIM 基础平台正式发布。该平台以设计、施工、竣工 BIM 相关标准作为引

领，打造了联动工建改革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统一场景与平台，基于 GIS、政务信息、物

联网数据、三维模型、BIM 模型等多源数据的汇聚互通，形成多方应用的智慧数据资产。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3/2208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3   作者：穗建 

 

43. 深圳：“深房理”案件取得阶段性进展 

备受关注的“深房理”案件调查处理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深圳“深房理”案件联合调

查处理工作组近日表示，经初步查实，“深房理”涉嫌房产众筹和代持、违规套取信贷

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宣传、隐瞒收入偷逃税款、伪造国家机关公文、非法集

资等多项违法违规问题。此外，部分中介涉嫌为“深房理”违法炒房提供便利。（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09/222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09  作者：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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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深圳开展房地产中介机构规范经营专项整治工作 

7 月 28 日，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关于开展房地产中介机构规范经营专项整治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深圳全市范围内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及相关从业人

员开展规范经营专项整治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8/09/content_8721561.htm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2021-08-09  记者：孙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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