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8 月 24 日-8 月 30 日 

政策法规﹕ 

1.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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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现更加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的促进机制，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培训服务、注重权益保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

努力提升就业质量，着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切实防范和有效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7/content_5633732.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8-27 

 

2.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条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体现改革成

果，完善市场监管法规制度，整合现行关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对在中国境

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作出统一规定，进一步优化登记流程，压缩登记环节，精简申请材料，提升登记

便利化程度，降低制度性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对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登记材料繁杂、

“注销难”、虚假登记等突出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和促进公

平竞争提供法治保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8/24/content_5632985.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7/content_5633732.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8/24/content_5632985.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8-24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行业标准《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为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便于建筑的维护更新，按照适

用、经济、绿色、美观的要求，引领装配式内装修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装配式内装修的

性能品质和工程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行业标准《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标准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8/t20210825_25128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4       作者：宗边 

 

4. 两部门印发《“十四五”黄河流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实施方案》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十四五”黄河流域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

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0%以上；县

城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建制镇污水处理能力明显提升；上游地级及以上缺水城

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中下游力争达到 30%；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城镇污泥资源化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太原、呼和浩特、济南、泰安、郑州、

西安、咸阳、兰州、西宁、银川 10 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地级城

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占比达到 65%左右，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60%左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5/226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5       作者：宗边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08/t20210825_25128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5/22626.html


 

5. 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黄河流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实施方案》政策解读之三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黄河流域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1〕1205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对健全黄

河流域城镇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等作出部署，对构建黄河流域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新发展格局、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8/t20210825_1294594.html?code=&st

ate=123 

来源：环资司          2021-08-25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推广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地区经验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2014 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陆续设立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充

分发挥试点地区的示范带动效应，2018 年、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公布《关于印

发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经验的通知》《关于推广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等地区经验的通知》，现推广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地区经验。（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8/t20210830_1295237.html?code=

&state=123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1-08-26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8/t20210825_1294594.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8/t20210825_1294594.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8/t20210830_1295237.html?code=&stat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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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

准》 

为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的设计、安装与拆除、使用和管理中，做到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安全适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批准《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

全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为行业标准，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原行

业标准《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同时废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6/2265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6       作者：宗边 

 

8. 《历史建筑数字化技术标准》十月实施 

为满足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要求、规范历史建筑数字化内容和成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日前批准《历史建筑数字化技术标准》为行业标准，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实施。（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9/2268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9       作者：宗边 

 

9.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大纲印发 

为切实做好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大

纲（2021 版）》，明确了建设任务和技术路线，以规范指导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26_267832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26       作者：赵玲玲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6/2265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9/22688.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26_2678325.html


 

新闻﹕ 

10. 智能科技助力垃圾分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

见》提出，鼓励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移动端 APP 等技术手

段，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相关产业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9/2270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9        作者：尚丹宁 

 

11. 《2020 年自然资源部卫星应用报告》发布 

日前，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发布《2020 年自然资源部卫星应用报告》。报告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我国在轨自然资源遥感卫星达 19 颗，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管的遥感卫星

观测能力进一步提升，卫星共享共用形成规模，卫星遥感应用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的范围、

规模、深度进一步扩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26_267832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26       作者：于德福     

 

12.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018 年 9 月，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汇总数据。“三调”全面采用优于 1 米分辨率的卫星遥

感影像制作调查底图，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无人机等新技术，创新运用“互

联网+调查”机制，全流程严格实行质量管控，历时 3 年，21.9 万调查人员先后参与，

汇集了 2.95 亿个调查图斑数据，全面查清了全国国土利用状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87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9/22700.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8/t20210826_2678320.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87


 

来源：新华社         2021-08-26 

 

13. 我国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空间已初步形成 

目前，我国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空间已经初步形成……这

是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新办 8 月 2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他表示，

已明确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努力方向和重点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jzsbs.com/index.php/Index/detail.html?id=15630 

来源：国新办         2021-08-26       作者：建筑新网 

  

http://www.jzsbs.com/index.php/Index/detail.html?id=15630


 

评论/探讨 

14.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产业化分院副院长宋兵：改变发展理念是建筑业实现

“双碳”的关键 

目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广泛影响着各行各业，建筑业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广、能源消

耗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柱地位。相较其他行业，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严峻挑

战，建筑业该如何变压力为动力，进行有效应对？同时，碳达峰、碳中和又会给建筑业

领域哪些类型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问题在当下非常值得关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0/2272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30        作者：程小红 

 

15. 让良心工程持续发挥暖心作用——推动城市地下工程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提升浅议 

7 月 20 日，郑州地铁 5 号线因暴雨被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7 月 30 日，广州地铁神

舟路站也因暴雨被淹，造成部分交通瘫痪，一时间，地下空间如何安全利用，成为讨论

的重点。 

 

地下工程是服务百姓的良心工程，也是筑牢城市安全发展的根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

进程提速和都市人口膨胀，地下空间开发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专家表示，伴随

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城市地下工程建设已成为城市管理者重点关注的课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0/227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8-30       作者：程晓丽 

 

16. 大力推动节能工作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我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提高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0/2272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0/22725.html


 

能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着力点，从全过程、各领域坚持和强化节能工作，

从源头持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tdj/zyhd/202108/t20210825_1294578.html?c

ode=&state=123 

来源：人民日报          2021-08-25 

作者：唐登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17. 农村危房改造：从“忧居”到“安居” 

“我不愁吃、不愁穿，现在又住进了新房，安全有保障，再也不怕下大雨了。”北京市

房山区大石窝镇岩上村村民张得金的话里透着踏实和幸福。今年 60 岁的张得金，年轻

时不幸高位截瘫，他的生活不能自理，多年来全靠村委会和乡亲们帮助照料。他住的老

房子还是解放前建的，年久失修，破旧透风，摇摇欲坠，一到下雨天更是提心吊胆。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4/2260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4       作者：龚后雨 

 

18. 业务员携款潜逃 房地产中介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 

2019年 10月，李某通过某房地产中介公司租赁住房，当时由该房地产中介公司业务员

姜某负责为李某提供服务。经过姜某推荐，李某与房地产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承租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房屋，月租金 5000 元。 

 

根据合同约定，李某应将租金直接汇入租金账户或到房地产中介公司营业部付款，也可

委托房地产中介公司代交租金，由房地产中介公司将租金存入租金账户。（部分节选）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tdj/zyhd/202108/t20210825_1294578.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fzggw/wld/tdj/zyhd/202108/t20210825_1294578.html?code=&state=12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4/22607.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6/2266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6        作者：沐颜 

 

19. 打造“好看”又“好用”的数字孪生平台 

数字孪生技术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具有颠覆性的前沿科技之一。我国也掀起了

一场数字孪生热潮，学术界深入理论研究、产业界加速方案研发，“数字孪生”不再只

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发展新模式、一个转型的新路径、一股推动各行业深刻变革的新

动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4/2261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4       作者：杨洁 

 

20. 智慧灯杆 照亮城市“聪明之路” 

8 月，骄阳依旧火热，智慧灯杆的建设热情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

建项目的智慧灯杆数量就有超过 10 万杆，这一数字几乎与现有智慧灯杆数据相当。这

也意味着城市治理正逐渐由现代化向着精细化方向深入发展——大到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小到路边的一根灯杆，城市建设的重心正不断下移、力量不断下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4/2261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4       作者：王晓晖 

 

21. 装配式建筑企业抢抓战略机遇 - 技术创新研发组织增多 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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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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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6/2266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4/2261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4/22615.html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26/content_14147.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8-26       

 

22. 建设工程领域独立保函的若干法律问题解析 

建设工程领域中的投标保函、履约保函、投标保函和质量保函等是一种常用的保障措施，

其起源自国际贸易中的独立保函，但独立保函在国内业务中的使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

在争议，独立保函的法律地位及适用规则不明确，使建设工程领域的独立保函无法可依。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26/content_14151.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8-26       作者：顾莅姣 

 

23. 守好地图上的壮美河山 

国家版图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疆域，也指反映国家疆域的地图，体现了国家

在主权方面的意志和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外交立场，同国旗、国徽、国歌一样，是国

家的象征。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8/t20210830_2678564.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8-30       作者：王瑜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26/content_14147.html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26/content_14151.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8/t20210830_2678564.html


 

地方动态 

24.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9 月 1 日起施行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以地

方立法推进持续改善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条例将于 9 月 1 日起施行。 

 

上海城市建设已进入新阶段，即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

更新为主。条例聚焦的城市更新，即在上海建成区内开展的相关活动，着力破解实践中

的难题，如部分存量空间利用效率偏低、环境品质欠佳以及城市韧性、历史文化风貌有

待进一步提升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6/22653.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26        作者：郭敬丹           

 

25. 2020 年上海市公共建筑能耗分析报告发布 - 六大举措助力申城建筑领域节能降碳 

由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会同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上

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2020 年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能耗监测及分析报告》日前在上海市建委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报告以上海市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简称“能耗监测平台”）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 2020年及“十三五”期间该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情况及

建筑运行用能特征，为楼宇节能、机构研究、政府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26/content_14142.html 

来源： 建筑时报         2021-08-26        记者：徐敏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26/22653.html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26/content_14142.html


 

26. 《北京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租金上涨过快可调控 

住有所居，是每个人的安居梦，也是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如何让市民租得安心、住得

舒心？北京在落实“房住不炒”、立法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上又迈出坚实一步。 

 

8 月 24 日，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3 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71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8-24 

 

27. 以责任规划师制度为抓手，北京推动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 

北京近期陆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

见)以及《关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工作的意见》等 4 个

配套实施细则，明确了北京城市更新的目标以及老旧小区、老旧厂房和平房院落的更新

路径，并在规划变更、土地性质、设施经营权等方面实现政策突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30/content_14187.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8-30  作者：于谦 

 

28. 老旧小区如何综合整治？《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发布 

“十四五”时期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怎么做？针对老楼居民最关心的事儿，一份规范

的导则给出参考。北京市住建委、市规自委已于 27 日联合印发《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36 项改造内容以菜单方式供居民选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93 

来源：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北京日报      2021-08-30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71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08/30/content_14187.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793


 

29. 成都：鼓励国企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5 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国有企业加快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国有企业参与保障性租赁住

房建设的相关要求及支持政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0/2272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30       作者：江程 

 

30. 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将于 9 月 8 日开通启用 

8 月 30 日，记者从广东省政府网站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粤澳两地政府协商一致，

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定于 2021 年 9 月 8 日下午 3 时正式开通启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550615.html 

来源：南方+         202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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