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25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两部门印发《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

办法》 

为落实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改革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制定了《房地产估

价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并于近日印发。 

 

原建设部、人事部《关于印发<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房地产估价

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同时废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11.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10-20                

 

2. 重磅！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来了！ 

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一、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不包括依法拥有

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为房地产税的纳税人。非居住

用房地产继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

用税暂行条例》执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3/23672.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10-2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1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3/23672.html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发布 

意见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687.htm 

来源：新华社         2021-10-25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城乡建设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居环境

持续改善，住房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仍存在整体性缺乏、系统性不足、宜居性不高、包

容性不够等问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设方式尚未根本扭转。为推动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4083.htm 

来源：新华社           2021-10-21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成渝地区发展。2020 年 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

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未来一段时期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

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

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6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4083.htm


 

矿产丰富、城镇密布、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

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

略地位。为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

济圈，编制本规划纲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3875.htm 

来源：新华社         2021-10-21 

 

6.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202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批准发布《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国家标准，

自 2022年 4月 1日起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确，本规范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

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相关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10/t20211019_25195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10.19        宗边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3875.htm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10/t20211019_251954.html


 

新闻/动态   

7. 2021 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验收结果公示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公示 2021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验收结果。公示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25 日。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19/2359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10-19        作者：宗边      

 

8. 自然资源部力促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月 14 日-15 日，以“地信赋能新时代  聚力携手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1 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大会在武汉召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广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表示，

地理信息产业是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部将坚持推动发展和

规范管理并重，促进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10/t20211019_2699068.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10-19       作者：王瑜 

 

9. 全国首个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出炉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规划建设导则》

（简称《导则》）日前正式印发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跨省域的规划建设导则，将助力

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实现“一套标准管品质”，为规划管理人员在规划建设、审批过程中

提供依据，为规划设计人员编制规划和开展工程设计提供技术指导。（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jzsbs.com/index.php/Index/detail.html?id=16306 

来源：建筑时报         2021-10-20      作者：建筑新网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19/23597.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10/t20211019_2699068.html
https://www.jzsbs.com/index.php/Index/detail.html?id=16306


 

 

10. 国新办举行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公园建设。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

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当时我在大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亲自宣布的声音，

应该说，我们作为国家公园的建设者，心情无比激动，也倍受鼓舞，既感到从事这项工

作的使命光荣，又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建设具有全局性、统领性、标志性的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今天，

就国家公园有关情况，跟大家沟通交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744.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网       2021-10-21  

 

11. 全国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详评试点基本完成 

据了解，自然资源部于 2019年确定在唐山、无锡、福州、萍乡、淄博、商丘、武汉、佛

山、遂宁、吴忠等 10 个城市开展该试点工作。各试点城市通过详细评价掌握了不同类型

宗地的集约利用状况，完善了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体系，详细评价成果能够

为规划编制、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业用地调查评价等工作提供直接、必要的支撑。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10/t20211021_269959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10-21       作者：刘静文      

 

12. 2021 年 1—9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12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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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12万个，占年度目标任

http://www.cacp.org.cn/ghqy/11744.j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110/t20211021_2699593.html


 

务的 94.8%。其中，2021 年计划任务全部开工的地区：上海、安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河南、山东、河北、江苏、黑龙江、新疆、江西、吉林、甘肃、青海、海南；开工进展

排名靠后的地区：湖南、福建、山西、西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10/t20211021_251994.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1-10-21   

  

13. 国家统计局：9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有降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10月 20日，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解读 2021年

9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表示，9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有降。

2021 年 9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呈略降态势，同比涨幅持续

回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0/20/content_8743320.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10-20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2110/t20211021_2519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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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探讨 

14. 质检变革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 

为更好满足自然资源“两统一”需求，准确把握新时期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两支撑、一

提升”的定位，近年来，贵州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按照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的

要求，在测绘质检变革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突破、创新，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10/t20211025_270003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10-25       作者：王涛     

 

15. 赵鹏军：基于碳中和的土地利用优化 

土地利用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在可持续发展

和“碳中和”目标下实现城市群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总量、功能、强度、布局等系统化优

化，是当前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焦点。赵鹏军教授的报告对这个问

题做了探究。该报告是赵鹏军教授与其博士后康婷婷博士正在做的研究工作的阶段成果，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第一，土地利用和碳循环之间的关系；第二，土地单要素的碳

源/碳汇发生过程；第三，碳源/碳汇与其他系统要素的关系；第四，城市群地区的多目

标土地优化策略；第五，问题与展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5hcb5ldJ2-XMN_ku14LIpQ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网       2021-10-19       

作者：赵鹏军（学会小城镇规划学委会委员，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16. “非改租”改出租赁新房源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一个公寓式酒店项目在政策支持下转型升级，变身为长期租赁

住房——城投·泊寓海晏门店后，仅开业半月，入住率就已超 70%。租住在这里的哈尔

滨姑娘王菁菁说，住在这里既方便又安心，找到了理想中的居所。 

http://www.mnr.gov.cn/dt/ch/202110/t20211025_270003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5hcb5ldJ2-XMN_ku14LIpQ


 

 

公寓式酒店为什么要改建成租赁住房，改建后为何深受市场欢迎？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和济南市住房租赁需求以及市场供给有很大关系。（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10-20        作者：王建业       

 

17. 打赢“2毫米”保卫战——上海机场联络线工程 1 标段 1 号风井基坑开挖纪实 

近日，离沪昆高速铁路路基最近处仅 10.6 米的国内邻近高速铁路最深软土路基基坑—

—上海机场联络线工程 1标段 1号风井基坑在完成开挖、回筑后，限速的沪昆高速铁路

并行区段恢复常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4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10-20       作者：丁艳彬 冯江宇 

 

18. 从绿色建筑到低碳城市 中国绿发引领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就是民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

民幸福生活的重要举措。今年 9 月 22 日，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绿发”）举办了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发布暨产业合作签约峰会，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发布

低碳建筑产业链倡议，通过从建筑空间端到生活服务端的全方位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引领绿色低碳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4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10-20        作者：马嘉阳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4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45.html


 

地方新闻 

19. 北京发布规划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在日前开幕的 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上，北京正式发布的《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到 2023年，大运河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

推进局面基本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任务基本完成。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近年来，北京市加大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推

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未来，北京将重点推进大运河的

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延续壮美运河千年神韵。（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755.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10-22         

 

20. 北京：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可全程网办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关于持续优化规范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的通

知》，明确 3 类提取业务均可实现网上办结。 

 

首先是约定提取。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是指职工办理完成住房公积金购房或租房提取业

务，希望今后继续按照约定的条件将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自动转入住房公积金用卡

账户，与住房公积金中心关于提取日期、提取周期和收款银行账户进行的约定。（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4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0-20        作者：夏骅 

 

 

http://www.cacp.org.cn/ghqy/1175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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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印发港澳台居民在广东省参加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办事指南的通知 

为进一步做好港澳台居民在我省参加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参保缴费等相关工作，提高

参保服务质量，现将港澳台居民参加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办事指南印发给你们，办事

指南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6236

23.html 

来源：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1 年 9 月 14 日     

 

22. 两个合作区建设全面提速 横琴前海争创更大奇迹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 9 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下称“横琴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下称“前海方案”）正式公布，标志着两个合作区建设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

的新阶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625454.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 年 10 月 25 日  

 

23. 新闻联播：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

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4

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重

要阶段性成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625435.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623623.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623623.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625454.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news/content/post_625435.html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2021-10-25 

 

24. 深圳：数智转型助力轨道交通建设加速 

深圳前海，穗莞深城际机场至前海段（下称“穗莞深城际机前段”）项目建设正加速推

进。这让深圳市民对城际连通充满期待：深大城际、深惠城际、大鹏支线等 4 条城际预

计年内开工，深汕、深江铁路预计年底前开工，赣深铁路将于年底前开通运营。 

 

城市地面以下，17 条地铁线路正加速建设，8 号线二期车站封顶，12 号线、14 号线、

6 号线支线实现“隧洞通”，高效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助力创新要素加速流动。（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23631.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10-20 

 

25. 2021 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暨上海国际建筑文化周将在上海奉贤举办 

以“人民情怀，时代担当”为主题的 2021 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暨上海国际建筑文化

周将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上海市奉贤区召开。记者从上海市建筑学会

获悉，本次文化周将聚焦“五个新城、城市更新、低碳革命、数字赋能”四大主题，由

主论坛、展览、分论坛及 30 余场各类社会性活动组成，届时国内外建筑业界的院士、

大师、专家和长三角地区的专业人士将齐聚一堂，通过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活动，推动

上海及中国建筑文化繁荣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0/20/2361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0-20       作者：丁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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