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8 月 31 日-9 月 06 日 

政策法规﹕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记者 谢希瑶、安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5 日发布，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勾勒蓝图。 

 

总体方案明确，合作区实施范围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海关监管区域，总

面积约 106平方公里。其中，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设为“一线”；横琴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二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5/content_5635558.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9-05 

 

2. 深化前海深港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6 日发

布，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

门户枢纽。 

 

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

至 120.56 平方公里。 

 

方案指出，到 2035 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建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成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创

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部分节选）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5/content_5635558.htm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5/content_5635558.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9-06  记者 胡璐、于佳欣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

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全文如下。 

 

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

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在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现提出如下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9-03 

 

4. 关于《“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总体情况的介绍 

一、关于近年来通道建设取得成效 

 

2019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

体规划》），同时建立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总体

规划》印发两年来，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尤其是 2020 年以来，沿线地方政府和相关企

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通道建设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全面实现 2020 年

发展目标。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各方面成效显著。（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5/content_5635558.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9/t20210902_1295977.html 

来源：基础司          2021-09-02 

 

5.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记者 胡璐、于佳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6 日发布，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

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

至 120.56 平方公里。 

 

方案指出，到 2035 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建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成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创

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6/content_5635729.htm 

来源：新华网         2021-09-06 

 

6. 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 应该这样做！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国家“十四五”规划

《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

意愿，以内涵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路径，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改拆”并

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加强修缮改造，补齐城市短板，注重提升功能，增强城市活

力。近期，各地积极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但有些地方出现继续沿用过度房地产化的

开发建设方式、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的倾向，随意拆除老建筑、搬迁居民、砍伐老树，

变相抬高房价，增加生活成本，产生了新的城市问题。为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9/t20210902_129597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6/content_5635729.htm


 

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51.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08-31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51.html


 

聚焦/探讨 

7. 最“潮”的技术都在这里 数字建造黑科技亮相服贸会 

全国第一个有害气体探测机器人、“脱帽报警”的智能安全帽、冬暖夏凉的“高保温被

动房”……走进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展区，一个个

颠覆想象的黑科技产品扑面而来，建筑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让人印象深刻。本届服贸

会专设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以“智慧建造、绿色发展”为主题，在首钢园区设

置 4800平方米的单独展馆，以视频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建筑领域数字化、智

能化、网格化发展趋势下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成果，带你一睹智慧建筑的独特魅力，

一探超级工程的建造奥秘，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数字建造体验之旅。（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9.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6        作者：王晓晖           

 

8.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建筑业减碳方兴未艾 

当前，各行各业几乎都在深入研究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建筑业是减少碳排放的重点领

域，倍受各方关注。建筑业该如何减少碳排放？近段时间不少专家和企业家代表都在热

议，一些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建筑领域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6        作者：姜海 

 

9. 天津市钢结构协会会长陈志华：研发优良的“三板”产品仍是钢结构住宅产业的重

点 

国家政策一直强调要大力发展钢结构住宅，近年来，尤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意批复湖

南省、山东省、江西省等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工作后，钢结构住宅的发

展更是备受关注。但目前建设的钢结构住宅大部分还是以保障房、回迁房、公寓等公共

住宅为主，商品房则相对较少。这些现象背后的缘由是什么？钢结构住宅还存在哪些短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8.html


 

板？在“双碳”目标下，钢结构住宅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建设

报》记者专访了天津市钢结构协会会长陈志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1/2279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1      作者：程小红 

 

10. 打造放心房、安心房、舒心房——公租房智慧化运营管理透视 

随着我国公租房大规模建成、入住人员越来越多，运营管理问题随之涌现，比如外部人

员随意进出、违规转租、高空抛物、老年租户发生意外无人知晓等。为此，不少城市利

用智能技术，解决运营管理问题，提升住户的居住品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6       作者：江程     

 

11. 赵民：都市圈规划既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基于国情和彰显区域协调功能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等部委相继发布都市圈相关工作指导文件，各地也将

都市圈建设要求写进“十四五”规划中，都市圈成为当下区域建设发展的热词。为进一

步深入理解都市圈相关概念及理论，探索都市圈规划实践的技术与方法，上海大都市圈

规划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同济大学赵民教授，以笔谈的形式针对都市圈议题进行阐释与解

答。（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9&cid=0 

来源：上海大都市圈规划      2021-09-03 

 

12. 城市更新由“开发模式”转向“经营模式” 专业化机构助力居住品质提升 

“稳妥推进城市更新。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推

动由过去的单一‘开发模式’转向‘经营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更新。”8 月 31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1/2279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7.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9&cid=0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答记者问时指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5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6  作者：南音 

 

13. 坚持“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协同发展 

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开局之年，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是“用 30 年时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走完发达国家需要 70 年才走完的路”的决心和信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5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1  作者：栾德成 

 

14. 城市管网迈向“智”理需解“数据之渴” 

作为城市的“里子”，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是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推动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管

理手段、模式、理念创新，提升运行管理效率和事故监测预警能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6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31  作者：刘苏 孙宇枫 

 

15. 地下风险看得见 地上城市更安全——安徽宿州“智”理城市“生命线”观察 

地下，各种管线互不干扰、洁净有序；地上，蜘蛛网式线缆减少，城市“马路拉链”逐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5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5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60.html


 

渐退出居民视线……安徽省宿州市智慧管网项目自 2016 年启动建设、2018 年 9 月“两

系统一平台”（地下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地下管网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和地下管网综合监

管平台）建成运行，在三年的运行实践中，宿州市构建“一库全收、一网统管、一体联

动、一网通办”的城市地下管网运行管控服务体系，让城市地下管网运行既有“大脑”

统一调度又有“肢体”高效协同，智能守护城市“生命线”，为人民群众创造更有序、

更安全、更干净的生产、生活环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6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31  作者：刘苏 蔡军 

 

16. 小区更智慧 生活更便捷——重庆推动智慧小区和智能物业协同发展侧记 

今年年初以来，重庆市积极行动，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精神。日前，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市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深入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居住小区里的多元应

用，积极推动智慧小区和智能物业协同发展。按照计划，全市今年将再打造 120个“智

慧小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2/2282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2  作者：陈斌 

 

17. 地图背后的“大地测量” 

每年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期间，公众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地图上。众所

周知，地图是测绘成果的一种展现形式，而大地测量是地图测绘的基础，是地理位置精

准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大地测量技术快速发展，对地观测手段日益丰富，使高大上的

高精度导航定位和位置服务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卫星大地测量数据和卫星遥感影像

不但给地图制作提供了新的数据源，同时把人们的视野拓展到月球和其他星球。（部分

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6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2/22820.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06_2679417.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06       作者：徐红 

 

18. 全国多地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有这四大关注点 

9 月 1 日，《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正式施行；8 月 31 日，北京市城市更新五年行动

计划出炉……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全国多地加快了城市更新步伐，并出台城市更新行

动计划或相关政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3&cid=13 

来源：新京报         2021-09-02        作者：记者 徐美慧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06_2679417.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3&cid=13


 

新闻﹕ 

19. 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地区经验来了！ 

日前，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推广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地区经验。内容包

括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高城市建设与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三

大板块，涵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发展韧性、促进城市低

碳化改造等 13 个方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47.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8-31       记者 王优玲 

 

2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 31日表示，“十四五”期间，

我国将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

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9/t20210901_251389.html 

来源：新华网          2021-08-31       记者 王优玲 

 

21. 我国首部珠峰大型百科图书带您“走近地球之巅” 

8 月 29 日，我国首部全景式详解珠穆朗玛峰的大型百科图书《走近地球之巅》正式发

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01_267881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01       作者：岛晓霞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47.html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9/t20210901_251389.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01_2678811.html


 

 

22. 1~7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22 万个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文称，今年 1~7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22 万

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78.2%。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 万个。经汇总各地统计、

上报情况，2021 年 1~7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22 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

的 78.2%，较 6 月末增加了 10.7 个百分点。其中，开工进展较快的地区为上海

（ 107.0%）、安徽（ 103.7%）、河北（ 100.0%）、辽宁（ 99.6%）、黑龙江

（99.0%），开工进展较慢的地区为陕西（55.1%）、湖南（50.2%）、山西（48.2%）、

海南（45.1%）、西藏（25.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3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8-31        作者：宗边      

 

23. 从建筑大国迈向建筑强国 我国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3.89%，建筑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7.2%……这些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 8 月

31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id=15731 

来源：建筑时报        2021-09-01        作者：建筑新网 

 

24. 住建部：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3.89% 

8 月 3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副部

长倪虹围绕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8/31/22734.html
http://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id=15731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会上指出，城市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

奇迹。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3.89%，城市数量达 687 个，城市建成区

面积达 6.1 万平方公里。2019 年，我国城镇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均接

近 9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2/content_8729096.htm 

来源：观点地产网   2021-09-02 

 

25. 报告：8 月成交量同环比持续下滑 调控向三线级城市过渡 

贝壳研究院今日发布《全国新房市场月报》显示，受房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影响，8 月

66 城新房市场成交量环比持续下滑。8 月仅一线城市成交量保持 2 成增长，二线、三

四线城市成交量均不及去年同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2/content_8729087.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1-08-31 

 

26. 中国重点城市集中供地规则迎重大调整 8 月地市显著降温 

受到多个重点城市推迟第二批集中供地等影响，8 月份，中国多地土地市场明显降温。 

 

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高级分析师张晓飞 1 日在一场市场形势分析会上表示，8 月份，

中国 300 城成交规划建筑面积同比下降 40.53%；成交楼面均价同比下跌 18.21%；平

均溢价率为 7.4%，较上月下降 4.43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 7.72 个百分点。（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3/content_8730012.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1-09-01  记者 庞无忌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2/content_8729096.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2/content_8729087.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3/content_8730012.htm


 

地方新闻 

27. 上海加速推动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全覆盖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日前透露，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累计完成 430 个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任务，约占全年计划建设数量的 86%，上海正加速推动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全覆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06        作者：丁艳彬  

 

28. 一图读懂《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 年）》 

《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年）》于 2021年 7月 9日获上海市人民政府

批复，作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获国务院批复后的首轮国土空

间近期规划，从时间维度对总体规划的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和实施推进，并充分衔接

落实《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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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为

“十四五”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项目落地提供空间保障，为市级专项规划提供空

间引导。（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1 

来源：上海规划资源       2021-09-02        

 

29. 落实“未诉先办”要求 北京加强建筑市场人工、材料等市场价格风险管控 

自今年年初以来，全国钢材、有色金属、玻璃等价格与 2020 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涨幅，

其他生产要素价格存在跟涨趋势。特别是“五一”节后，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环境治理

趋严、国际货币通胀等多重因素影响，钢材等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给工程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工程进度、建材资源调配和成本管控等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6/22863.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1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1/227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01        作者：都伟 

 

30. 《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2020 年-2035 年）》公示，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以首善标准做精做细慢行品质提升工作。近日，《北京市慢行系

统规划（2020 年-2035 年）》编制完成，并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向社会公示，

听取公众意见。《规划》提出，到 2035 年，将慢行系统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形成

“公交+慢行”绿色出行模式，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07 

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2021-09-03        

 

31. 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网通办”系统上线 

9 月 1 日，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一网通办”主题集成服务系统（下称“省工程建设项

目‘一网通办’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由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会同广东

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开发，将有效解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领域

数据孤岛难题，彻底打通了各业务部门审批信息共享通道。广东省内各地项目建设单位

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进入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一网通办”系统页面，即可“一

站式”申办工程建设项目各类审批事项，真正实现“一张表单、一套材料、全省通办”。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478.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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