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8 月 17 日-8 月 23 日 

政策法规﹕ 

1. 中央明确共同富裕标准：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8 月 17 日主

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

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6 

来源：新华社          2021-08-18 

 

2. 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城市商圈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 

8 月 11 日，商务部官网发布《城市商圈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征求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17 日。 

 

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坚持总量控制。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消费升级需求，

结合城市相关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商圈总体规模，优化网络布局，完善服务功能。对城

市中心区商业过度饱和的商圈实行商业设施规模总量控制，严格控制新建、扩建商业建

筑规模。重点补齐社区商业发展短板，促进城市商业适度均衡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4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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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印发《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 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行为，保障评估质量，维护当事人和利害关

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

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以及《房地产估价规范》等标准规范，结合涉执房地

产处置司法评估实际，制定本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irea.org.cn/ 

来源：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2021-8-18 

 

4. 建筑业等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发布 

近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 年 8 月版）》（以下简称《指

南》），对公园、物业项目部、建筑业等 85 类场所、单位和人群提出了明确的防护要

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8/2247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18       作者：宗边 

 

新闻﹕ 

5. 国家统计局解读 2021 年 7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2021 年 7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涨幅总体回落。 

 

据测算，7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环比分别上涨0.8%、0.4%和0.2%，涨幅比上月分

别回落 0.1、0.1 和 0.8 个百分点；深圳上涨 0.5%，涨幅与上月相同。一线城市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和上海环比均

http://www.cirea.org.cn/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8/22470.html


 

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6 和 0.3 个百分点；广州上涨 0.6%，涨幅与上月相

同；深圳下降 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4%和

0.2%，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1 和 0.2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转为下

降 0.1%。（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7/22424.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021-8-17 

 

6. 规划师积极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志愿行动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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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为推动城镇老旧小区的

改造和提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向全国规划同行发出如下志愿行动倡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60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1-08-19      

 

7. 降温信号！商品房单月销售创年内新低 

国家统计局今日（8 月 16 日）公布的《2021 年 1-7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

况》显示，1—7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4895 亿元，同比增长 12.7%；比 2019

年 1—7 月份增长 16.5%。商品房销售面积 10164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1.5%，比

2019年 1—7月份增长 14.5%；商品房销售额 106430亿元，增长 30.7%，比 2019年

1—7 月份增长 28.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cea.pro/xhdt/zj20210819151022.shtml 

来源：中房网   2021-08-17  作者：曲涛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7/22424.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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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探讨 

8.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会长武涌：“让百姓得到实惠，是推进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的关

键” 

2009 年的一天，一组调研人员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一处老旧小区，被一位老大

爷当面拦住。老大爷抓住调研组负责人的手问道：“隔壁小区做了旧房改造，什么时候

能轮到我们小区？”负责人笑着反问：“大爷，你们一直不愿意改，如今怎么想通了？”

老大爷赧然一笑，说道：“隔壁小区改造完，一个冬天房子里整天暖烘烘的，我们家还

是冷得待不住人；我们这两个小区都靠马路，人家房子改完，晚上睡得又香又甜，我们

一宿耳朵里、梦里都是车来车往的声音，跟没睡一样；还有，你看，这才改完几天，他

们小区房价噌噌地往上涨，我们这一点动静也没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8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23       作者：宋健 

 

9. 发展绿色建筑 促进节能降碳——各地推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工作综述 

建筑物在建造和运行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

一。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制定政策和规

划，推动绿色建筑发展，促进建筑领域节能减排。目前，各地在确保建筑安全、舒适、

健康、宜居的基础上，从控源头、减存量、强技术出发，通过节能管控，降低建筑能耗

和碳排放，大力推广绿色建筑，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促进城市迈向“双碳”目标。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8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23       作者：夏漪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8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85.html


 

10. 远大住工：以建筑科技“绿力值”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含金量”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我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各行业的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8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23       

  

11. 非必须招标项目履行了招标程序也必须遵守招标投标法 

建筑公司与房地产公司达成协议，由建筑公司入场对房地产公司发包的案涉工程项目进

行施工。施工进行过程中，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份《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签订后，房地产公司对案涉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正在进行施工的建筑公司

中标，之后，双方签订了第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是，两份合同关于工程款的

约定存在差异。后来，双方产生纠纷，无法就工程款结算问题达成一致，建筑公司将房

地产公司诉至法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9/2251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19     作者：沐颜 

 

12. 唐燕：增权视角下的社区更新与规划师转型 

社区更新和老旧厂房、老旧办公区、老旧商业区等更新相比，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社区更

新更加关注“人”。1887 年，滕尼斯在《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提出，“社区，

是居住在特定地区中的一定数量的人，基于某种共同关系和内在组织，所形成的共同

体。”社区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人提供居住的场所，在对这样的空间进行更新改造时，无

疑会涉及非常复杂的人的问题，需要应对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乃至人格

等差异化的个体“人”之间的协商和决策问题。（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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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2 

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2021-08-17        

作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

学委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唐燕 

 

13. 全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专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

杨保军（上）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准确研判我国城市发展新形势，

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有

必要深刻理解城市更新行动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城市更新行动的丰富内涵。（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8 

来源：建筑杂志社         2021-08-18     

 

14. “租”如所愿 “住”进美好生活 

今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为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精神，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

问题的部署，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切实践行让人民群众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

住有所居的使命，通过多渠道发展租赁住房、人才安居保障工程等方式，实施保障与市

场双轮驱动，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截至目前，累

计筹集各类租赁住房 13.58 万套，其中新建改建租赁住房 5.38 万套、盘活存量租赁住

房 8.2 万套，明显改善各阶层新市民、青年人居住条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78.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2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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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建设报网         2021-08-23     作者：陈斌 

 

15. 小区业主群 究竟该咋管？ 

作为群主的物业管理人员因为业主在群内被骂而不作为被判决赔礼道歉。近日，广州互

联网法院发布的审判案例受到网友关注，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

区为了方便沟通，建起了业主群，但又因管理不善，经常成为社区矛盾的滋生地、问题

的放大器。小小业主群，究竟该咋管？治本之策还要从线下工作中寻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7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网         2021-08-23     作者：王建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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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18_267726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18     作者：劳益瑾 陶文旷 

 

17. 双智发展驶入“快速路”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无锡 6 个城市成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

协同发展（以下简称“双智发展”）第一批试点城市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运

营模式、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的融合应用等方面加快探索，建设“智慧的路”、部

署“聪明的车”、搭建“车城网”平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3/22579.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18_267726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7/2244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17       作者：夏漪 

 

地方动态 

18. 河北省进一步推进建筑业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证照分离”改革 

日前，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证

照分离”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建筑业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资质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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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式分类推进改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8/22455.html 

来源：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08-18     

 

19. 塑造“数字孪生”天安门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这次庆祝大会

筹备过程中，北京市测绘院开发的“天安门地区三维立体实景管理系统”发挥了数据管

家、信息枢纽、决策助手的作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23_267779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23       作者：陈思           

 

20. 北京：核心区 36 条战略级景观视廊内不再新增影响景观视线的建筑 

“银锭观山”，是清朝时期民间评选出的“燕京小八景”之一，更是老城内唯一展现山

水城相融的景观视廊。然而，此前走上银锭桥，一栋“冒头”的高层建筑横插在山水之

间，很是煞风景。它就是积水潭医院的新北楼。如今，这栋地上 11 层的楼体已全部拆

除，成为北京数十年来罕见的建筑降层案例。（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17/22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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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5 

来源：北京晚报        2021-08-18        作者： 陈雪柠 曹政 方非 

 

21. 广州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力争解决 300 万人住房问题 

2021 年 8 月 18 日，《广州市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正式发布，

以“一个定位、两个愿景、三大目标、四大任务”清晰拆解了“十四五”期间广州市商

品房与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全市力争供应新建商品住房 65 万套，筹建政策性住房 66 万

套。（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38277.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08-20       

 

22.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

彻新发展理念，抢抓建筑业发展机遇，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我省建筑业支柱产

业、绿色产业地位，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快建设建筑强省，全面提升工程品质和产业现

代化水平，制定如下措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538

051.html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08-17 

 

23. 融入国家大局 开创香港未来——香港各界积极对接“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

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55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38277.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538051.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538051.html


 

支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38274.html 

来源：人民日报          20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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