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9 月 7 日-9 月 13 日 

政策法规﹕ 

1. 国务院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报送《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修改稿）》的请示收悉。

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请认真组

织实施。 

二、《方案》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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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出发，着力破解体制

机制障碍，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着力构建区域动力系

统，着力在落实落细上下功夫，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

放的发展新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13/content_5637015.htm 

来源：国务院         2021-09-13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

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

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部分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13/content_5637015.htm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12/content_5636905.htm 

来源：新华社           2021-09-12     

 

3.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的通知 

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生动实践。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与排查处理安全隐患相结合工作，现将有

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项目储备 

（一）进一步摸排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短板和安全隐患。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认真摸排 2000 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存在的配

套设施短板，组织相关专业经营单位，联合排查燃气、电力、排水、供热等配套基础设

施以及公共空间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针对养老、托育、停车、便民、充电桩等

设施，摸排民生设施缺口情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07_1296182.html?code=

&state=123 

来源：投资司          2021-09-07 

 

4. 关于近期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重点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

的通知》（国办函〔2021〕46 号，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

实增加城市停车设施有效供给，改善交通环境，现将近期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重点工

作通知如下：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12/content_5636905.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07_129618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07_1296182.html?code=&state=123


 

一、评估完善标准规划。各城市年内完成停车设施普查并对外公开，摸清停车资源底数，

动态更新停车资源数据，建立城市停车设施供给能力评价制度。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年

内开展城市停车设施建设规划编制和修编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内组织对现行《城市

停车设施规划导则》《城市停车规划规范》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执行情况和存在问

题，根据需要适时制定修订相关标准规划。 

   

二、研究建立指标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组织有

关研究机构和行业专家，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小汽车保有量、停车泊位数及结构分布等，

研究提出衡量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指标体系，并探索适时向全社会发布全国城市停车设施

发展情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10_1296366.html?code=

&state=123 

来源：基础司          2021-09-10 

 

5. 新版《住房公积金统计管理办法》发布 

为加强住房公积金统计管理，规范统计行为，提高统计质量，有效组织实施住房公积金

统计工作，发挥统计在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对 2015 年 9 月 17 日印发的《住房公积金统计管理办法》进行

了修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2        作者：辛雯 

 

6. 《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科学规划建设管理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10_1296366.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9/t20210910_1296366.html?code=&state=12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8.html


 

超高层建筑，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

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

关单位和公众可于 9 月 23 日前以邮件、传真等方式提出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2       作者：钟欣 

 

7. 自然资源部支持香港城市规划企业和专业人士深入参与内地业务 

自然资源部作为城市规划行业主管部门，十分欢迎香港城市规划企业和专业人士参与内

地业务。积极支持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港澳地区城市规划专业企业在广东省执

业备案管理的通告》，按照通告确定程序要求，香港规划企业进行执业备案后，可在粤

港澳大湾区直接承揽战略规划、概念规划、城市研究和设计等规划业务。在执业备案有

效期内，其出图章与内地规划编制单位企业具有同等效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zhcfg/11525.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1-09-09       

 

 

8. 20 部门印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培

育龙头企业等工作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20 部门印发《关

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按职责

分工负责分领域培育劳务品牌、培育龙头企业等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8/22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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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9.html
http://www.cacp.org.cn/zhcfg/11525.j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8/22909.html


 

 

9. 《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行业标准报批稿公示 

按照自然资源行业标准制定程序要求和计划安排，自然资源部组织有关单位制修订了

《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规程》推荐性行业标准。现已通过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

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拟公示后报部审定发布实施，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

工作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zhcfg/11537.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1-09-10             

 

10. 四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重点工作 

为切实增加城市停车设施有效供给，改善交通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近期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重点工作的通知》，从评估

完善标准规划、研究建立指标体系等 10 个方面对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工作提出要求。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0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0         作者：宗边      

 

  

http://www.cacp.org.cn/zhcfg/11537.j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04.html


 

新闻﹕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工程建设领域整治工作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决定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领域（以下简称“工程建设领域”）整治工作。到 2022 年 6 月底，工程建设领域恶意

竞标、强揽工程等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招标投标乱象和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

治，招标投标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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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实施电子注册证书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今年 8 月 1 日起，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北京、上海、

浙江等 19 个省市启用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书。截至目前，全国 3.4 万名一级注册建

筑师的电子注册证书已全部在注册系统内生成；已有 14.3 万人次申领一级建造师电子

注册证书，占 19 个省市一级建造师总人数的 27.67%……这组扎实的数据，是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实施电子注册证书，提升注册服务的标准化、电子化水平的有力证明。（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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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全国首个住房租赁行业专委会成立 

2021年 9月 10日，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以下称“中房学”）租赁

专业委员会（以下称“租赁专委会”）成立暨工作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中房学

副会长兼秘书长赵鑫明，副会长、租赁专委会主任王毅，副会长、租赁专委会副主任武

廷方，租赁专委会秘书长赵晓英以及部分地方租赁行业组织、全国知名住房租赁企业负

责人等 30 余人参加本次会议。租赁专委会首批成员单位包括：建信住房、魔方集团、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1.html


 

贵州安居、优客逸家、华润置地、北京自如、我爱我家相寓、安歆集团、青岛达睿斯、

之寓置业、龙湖冠寓、深圳世联行、深圳戴德梁行、重庆冠寓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0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3         作者：齐士 

 

14. 众多“黑科技”亮相吸睛 一批工程项目签约落地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在京闭幕 

9 月 7 日，为期 6 天的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京落幕。今年，工程咨询与

建筑服务专题首次以独立的专题形式出现，并以“智慧建造、绿色发展”为主题，展示

建筑业工程咨询技术与模式、新型建造技术与智能装备等科技创新成果与技术服务能

力；开展两场专题论坛、一系列智慧产品发布以及贸易现场签约活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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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0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07.html


 

聚焦/探讨 

15. 技术创新驱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近 10 年来的统计数据，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稳步增长，历年增长率普遍高于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长率，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非常稳固。但是，建筑业主要

依赖资源要素投入来拉动发展，工业化、信息化水平较低，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创新能

力不足使得建筑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出现瓶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8/2292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8       

作者：刘彦生（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研究员） 

 

16. 打造劳务品牌 助推建筑工人转型升“技”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社部等 20 部门印发《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加强劳务品牌发现培育，制定劳务品牌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力争“十四五”期间，

基本健全劳务品牌发现培育、发展提升、壮大升级的促进机制和支持体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1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3        作者：王晓晖 

 

17. 用土地之“优”圆安居之梦 

5 年筹措了各类租赁住房超过 70 万套（间），上海市超额完成“十三五”期间租赁住

房目标任务的背后，是做好土地文章，不仅让新市民、青年人租得到、租得起，而且还

租得好，让群众安居梦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2        作者：王建业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8/2292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1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7.html


 

 

18. 项目+产业生态 才是建筑工程管理的新路标 

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建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也正在逐步展开，但是过程中还

存在一些自上而下的弊端，传统的 ERP 系统目前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是对建筑企业

的生产、营销、进度的结果进行管理，而现代的建筑企业更多需要对过程进行管理，传

统 ERP 系统是为集团管控服务的，而项目作业层的管理需求没有得到真正满足，如此一

来，应用落地便缺少了抓手，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般，信息化管理的效果迟迟表现

不出来，从而造成了企业“信息化成本高，效益难以显现”的尴尬局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id=15956 

来源：建筑新网         2021-09-10                

作者：何晓军（益企联创始人&CEO，原用友集团高级副总裁，用友建筑云服务有限公

司总裁，清华大学 EMBA 硕士，20 年工程+企业服务行业经验。） 

 

19. 物业管理头部企业 逐浪城市更新“新蓝海” 

城市更新是未来 10 年、20 年最重要的行业关键词。资本市场热捧的物业管理企业相继

试水城市更新领域，加入城市更新新赛道，试图抢占空间经济新蓝海。 

 

抢占城市更新“风口”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1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3       作者：韩雅丽 

 

20. 打破壁垒 构建建筑人才“共享模式”——上海探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人才流动新

http://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id=15956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3/23011.html


 

机制侧记 

“近年来，上海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

案的批复》精神，运用‘一网通办’信息化手段，完善本市二级建造师电子化审批系统，

通过‘不见面审批’，真正实现了建筑专技人才‘跨域、互认和共享’，率先形成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人才流动发展格局。”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

主任李阳近日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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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拖欠方也被拖欠，工程款找谁催要？ 

在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现象并不少见。很多时候，甲方之所以会拖欠工程款，

是因为自己的款项也被拖欠；也有时候，因为工程建设主体构成比较复杂，且在工程建

设过程中存在承包、分包等现象，当出现拖欠工程款现象时，主体责任较难确定。遇到

以上种种情况，乙方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找谁催要工程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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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统一平台“智”解停车难 

线上找车位、无感停车……智慧停车系统帮助市民快捷停车的同时，也令一部分车主无所

适从——每次开车去一个新地方就要下载一个新的 APP，用不了移动支付在停车场出口

干着急……目前，在城市智慧停车运营管理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实际问题？让车位“流动”

起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7/2289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5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7/2289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07         作者：孙宇枫   

 

23. 告别高利润时代 房企打响净利保卫战 

随着各大上市房企陆续发布 2021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房企中报季已接近尾声。以销售规

模为基础，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 50 强房企归母净利润排行，整体来看，房地产行业利润

下滑已成共识，近八成房企归母净利润增幅低于 20%；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上涨的有

37 家，占比 74%，而同比下跌的则有 13 家，占比为 26%。其中，“利润王”中海再次

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也成为了上半年唯一一家归母净利润突破 200 亿元的房企，

但放缓至 2%的增速也不容忽视；“老实本分”的万科虽然归母净利润突破百亿元，但上

半年同比增幅却呈现负增长。利润保卫战已经成为继“三条红线”之外，房企不得不面

对的第二道考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7/content_8730770.htm 

来源：北京商报         2021-09-07         记者：卢扬 王寅浩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07/content_8730770.htm


 

地方新闻 

24. 北京加强建设工程“四新”安全质量管理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出台《关于加强建设工程

“四新”安全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过“四原则、八问题、

十六招”进一步强化建设工程“四新”（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安全质量

管理，保障工程建设安全质量，促进首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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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上海的

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是上海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驱动力，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根据《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条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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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制定本规划。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9/P020210910639035516208.pdf 

来源：高技术司         2021-09-10         

 

26. 浙江打造 5 大样板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近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打造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域样板推进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行动方案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高质量打造“浙里安居”样板、新时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6.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9/P020210910639035516208.pdf


 

代“富春山居图”样板、品质建设样板、建筑业转型样板和数字化赋能样板，到 2025

年实现城乡住房更宜居、城乡风貌更优美、城乡功能更完善和建设管理更精细，加快形

成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体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2 

 

27. 香港规划、建筑及相关工程领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座谈会在港举行 

9 月 7 日，香港规划、建筑及相关工程领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座谈会举行。座谈会

以“深化专业合作，共建美丽湾区”为主题，由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会同国家自然资源

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港主办。中央政府驻

港联络办副主任谭铁牛出席并致辞。（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561864.html 

来源：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2021-09-08 

        

28. 广州建立二手房交易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广东省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广州市将建立二手住房交易参考

价格发布机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09       作者：王浩明 

 

29. 广东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森林城市群 

中新社广州 9 月 7 日电 （记者 程景伟）据广东省林业局 7 日消息，最新发布的《广东

省林业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广东要高品质提升珠三角森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2/22965.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56186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09/22945.html


 

林城市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的生态屏障、高连通的生态廊道、高水平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高品质的自然公园覆盖”世界级森林城市群建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20&cid=12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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