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9 月 14 日-9 月 27 日 

政策法规 / 政策解读﹕ 

1.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 

一、原则同意《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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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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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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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着力

激发创新活力，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夯实转型基础，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加快形成

内生动力强劲、人民生活幸福、生态环境优美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23/content_5638897.htm 

来源：国务院          2021-09-23     

 

2. 一图读懂 | 前海合作区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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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推动前海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方案有何亮

点？具体如何推进？未来会有怎样的一幅图景？戳图，抢鲜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zctj/202109/t20210927_1297762.html?code=&

state=123 

来源：政研室         2021-09-2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23/content_5638897.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jd/zctj/202109/t20210927_129776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zctj/202109/t20210927_1297762.html?code=&state=123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我国将加强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日前表示，我国将推进中央层面城市更新政策文件起草出

台，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条例，加强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 

 

黄艳在四川成都召开的 2020/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组织

开展城市更新试点，推出示范项目，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并会同相关部门，针

对城市更新难点问题，探索完善适用于城市存量更新的土地、规划、金融、财税等政策

体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9/t20210927_251718.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09-26       记者 王优玲 李力可 

 

4. 完善能耗双控制度 确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

控制度方案》解读之二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关于推动形成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重要讲话中“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加快节能提效、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

《方案》的发布，对我国优化能源资源配置、提高能效水平、优化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

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9/t20210922_1297199.html 

来源：环资司          2021-09-22   

 

5.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则（试行）》印发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

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从 8 个方面对加强调查监测质量管理、推进质

http://www.mohurd.gov.cn/jsbfld/202109/t20210927_251718.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09/t20210922_1297199.html


 

量管理体系建设等作出全面部署，明确要求实施调查监测全面质量管理，强化全方位、

全过程质量管控，确保调查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9/t20210922_268143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22   作者：陈琛 宁晶 

 

6. 国务院批复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 

农业农村部关于报请审定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的请示收悉。现

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

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规划》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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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坚持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并重、建设数量和建

成质量并重、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并重，健全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坚实基础。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29 

来源：中国政府网         2021-09-16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09/t20210922_2681433.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29


 

7. 《“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印发 

日前，《“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印发。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塑料污染治

理机制运行更加有效，地方、部门和企业责任有效落实，塑料制品生产、流通、消费、

回收利用、末端处置全链条治理成效更加显著，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遏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6/2305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16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6/23058.html


 

新闻﹕ 

8. 1~8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73 万个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文称，今年 1~8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73 万

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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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8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73 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87.7%，较 7 月末增加了 9.5 个百分点。其中，开工进展较快的地区为上海（110.0%）、

安徽（106.4%）、山东（103.8%）、河南（102.0%）、河北（100.0%）、江苏

（ 100.0% ） ， 开 工 进 展 较 慢 的 地 区 为 湖 南 （ 62.5% ） 、 山 西 （ 59.4% ） 、 西 藏

（25.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20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23        作者：宗边     

 

9. 我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工程启动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宣布，我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工程在南海珠江

口盆地正式启动，将海上油田开发伴生的二氧化碳永久封存于 800 米深海底储层，每年

封存约 30 万吨、总计超 146 万吨。这是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一步，

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探出了一条新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fggz/dqjj/qt/202109/t20210925_1297563.html?code=

&state=123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25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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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月份 70 城房价发布 北上广深二手住宅环比涨幅均回落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1 年 8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表示，2021 年 8 月份，各地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

制，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涨幅总体

延续回落态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7/23102.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2021-09-17 

 

11. 统计局：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0.9%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 年 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0.9%。 

 

据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8060 亿元，同比增长 10.9%；

比 2019 年 1-8 月份增长 15.9%，两年平均增长 7.7%。其中，住宅投资 73971 亿元，增

长 13.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15/content_8733497.htm 

来源：观点地产网        2021-09-15 

 

12. 迈入管理红利时代 2021 中国房企业品牌价值增长 16.1% 

中指研究院日前发布“2021 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报告”显示，2021 中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品牌价值增长 16.1%，中国物业服务企业品牌价值整体提升 37%，中国房地产销

售服务企业品牌价值增长 6.67%。（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18/content_8734798.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1-09-18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7/23102.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15/content_8733497.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09/18/content_8734798.htm


 

13. 7 座超大城市、14 座特大城市！国家公布重要数据 

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家统计局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现有超大城市 7

个，特大城市 14 个。 

 

超大城市有（按城区人口数排序） 

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 

 

特大城市分别是（按城区人口数排序） 

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

明、大连（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199.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1-09-23 

 

14. 贝壳研究院提出“分钟城”概念，详解 60 城生活圈活力指数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格局与城市生活被悄然重塑。重现的“附近”是否美好？以家

为中心步行 15 分钟范围内，生活需求能得到满足吗？当下，人口红利减弱，城市发展逻

辑正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掘”，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中心”。 

 

为此，贝壳研究院发布《2021 年中国城市生活圈活力指数》，报告提出“分钟城”这一

概念，借助城市生活圈服务可达度、业态丰富度、环境品质度三个指标，对 60 城“15 

分钟生活圈”的表现进行评估，并重点分析典型城市与社区相关案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4/2322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2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19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4/23221.html


 

聚焦 / 探讨 

15. 2020/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大会报告观点集锦 

2021 年 9 月 25 日，2020/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 2021 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以下

简称规划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隆重开幕，本届规划年会的主题是“面向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治理”。 

 

本届规划年会共有八个学术报告，分别从立体城市、公园城市、空气环境、智能技术开

启绿色城市、规划建筑师的职业素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城镇化的绿色转型与

发展、健康家园空间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下是大会报告观点集锦。（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fPrRpxUy38X3xE5KoPuj1Q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微信公众号    2021-09-27 

 

1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2021 年 9 月 25 日，2020/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 2021 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在四川

省成都市隆重开幕，本届规划年会的主题是“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在大会上讲话，以“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为主题，与大家共同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从七个方面分享

了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政策举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7/23114.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微信公众号      2021-09-26 

 

17. 张兵局长在规划年会开幕式上致辞 

今年年会的主题“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这十分契合中央“多规合一”改革要

求。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空间规划体

系要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就这方面做出许多重要指示

https://mp.weixin.qq.com/s/fPrRpxUy38X3xE5KoPuj1Q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7/23114.html


 

要求。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

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

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

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

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这明确了当前和今后国土空间规划的

历史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83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1-09-27       

 （2021 年 9 月 25 日，2020/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 2021 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在

四川省成都市隆重开幕。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在开幕式上致辞） 

 

18. 徐伟：规模化推广超低能耗建筑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住房观念和住房需求发生重大转变，对居住的环境和性

能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被动式超低能耗住宅作为一种健康舒适、绿色节能的高

品质建筑，受到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广应用，距离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不仅

满足了人们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需求，而且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符合未来住宅建筑的发展方向。从试点到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在我国已走过了近 10 年

的发展之路，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6/2307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16       作者：牛慧丽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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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让标杆创造产生复制效应 

2021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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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清单》），列举了各地围绕发展数字设计、推广

智能生产、推动智能施工、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建造设备、加强统筹协作和

政策支持 6 个方面的探索成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17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23       作者：冯路佳 

 

20.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如何判定“黑白” 

在工程建设领域，同一个工程项目却签订两个甚至多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现象并

不少见，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签订“黑白合同”。那么，当遭遇“黑白合同”时，工程项

目的工期、工程款结算、工人权益等问题如何考量？在司法实践中，界定“黑白合同”

的法律性质，明确其处理原则，正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稳定建筑市场、保护交易

安全具有重大意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7/2311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17       作者：林培 

 

21.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全方位展现中华文明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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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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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意见》，首先要关注特定的时代背景。我国自 1982 年逐步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制度，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了大

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17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7/23114.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20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23       作者：王军 

 

22. 节能+智慧 传统灯杆的转型之路 

从 1417 年世界第一盏路灯，到 1879 年中国的第一盏电路灯……路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

展与更新迭代，形态更加多样、功能日渐丰富。如今，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路

灯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与期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4/2304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14  作者：陈宇 

 

23. 让地下空间“智慧”起来——成都智慧地下环廊项目建设小记 

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大源商务商业核心区，来往的人们可能不知道，车水马龙的路面

下有一处“地下宫殿”。这就是成都智慧地下环廊项目，项目北至天府一街、南至天府

二街，东至天府大道、西至益州大道，包含智慧环廊数字化底座、智慧管廊、智慧交通

以及监控调度中心四大项目。目前，该项目已通过集成验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4/232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24  作者：川成 

 

24. “碳中和” 呼唤时空大数据 

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全球在行动。目前，已有 127 个国家承诺碳中和。“绿色低

碳”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词。那么，碳达峰、碳中和，及

其相关的碳交易，到底是什么？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为何必须有时空大数据的参与和

支持？（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20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14/2304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4/2322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24_268194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24  作者：李菁华 

 

25. 解析“国土空间碳排放核算系统”——用“一把尺子”丈量土地利用碳排放 

日前，自然资源部碳中和与国土空间优化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发

布了“国土空间碳排放核算系统”。该系统利用特定国土空间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及相关

的经济社会数据，实现自动核算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保持和变化中发生的碳排放。该重

点实验室主任黄贤金就该系统的研发背景、具体应用及未来展望作了详细解读。（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620.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1-09-26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24_2681941.html
http://www.cacp.org.cn/ghqy/11620.jhtml


 

地方新闻 

26. 上海将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开展检查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近日发布《关于对本市房地产估价机构开展检查的通知》明确，将于

2021 年 10 月-12 月对上海市房地产估价机构开展检查，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估价机构

(含分支机构，以下简称“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以下简称“估价师”)的事中

事后监管，促进房地产估价行业持续健康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20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09-23        作者：中新经纬 

 

27. 上海自然资源卫星中心开展应用审计探索 

近日，上海市自然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运用时空大数据技术助力浦东新区审计局开展

2021 年度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责任审计工作，项目成果得到浦东新区审计局的充分肯

定。（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27_268263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27       作者：李杨 张伊凡 

 

28. 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

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

行车违规充电检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2/23155.html 

来源：京报网         2021-09-22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3/23209.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27_268263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2/23155.html


 

29. 广州产业地图出炉！重点产业空间分布逐个看 

近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广州市产业地图》。 

 

《产业地图》成果包括基本情况说明和产业地图图册两个部分，详细盘点了广州各大产

业聚集信息，是广州首次推出的综合性产业地图。 

 

三个区可供开发的产业地块面积最大 

根据《产业地图》介绍，广州全市共梳理产业地块 564 个，总用地面积 9037.78 公顷。

其中，花都区、南沙区、番禺区可供开发的产业地块面积最大，合计占全市产业地块总

面积的 6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608439.html 

来源：南方网         2021-09-26  

 

30. 广州着力破解“垃圾围城”，致力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 

9 月 23 日，广东省广州市资源热力电厂二期项目点火试烧垃圾，助力广州实现生活垃

圾“零填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7/2328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09-27        作者：刘一心 

 

31. 《广东省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印发实施 

近日，《广东省基础测绘“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实施。《规划》

聚焦新时期基础测绘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确立发展任务，遴选重大工程，明确

重大举措，提出到 2025 年打造“一网、一库、一平台、一能力、一体系”五个核心能

力，基本建成与新时期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形成现代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保障新格局。（部分节选）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60843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09/27/23284.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09/t20210917_268118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09-17        作者：冯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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