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12 月 7 日-12 月 13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拟发布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标准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城镇燃气行业职业技能标准>等 13 项工程建设行业

标准制订工作的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等单位起草了行业标准

《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标准（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

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标准包括构件制作工（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制作工（装配式钢结构）、预埋工、智能

设备操作工、构件装配工（装配式混凝土）、构件装配工（装配式钢结构）和灌浆工职

业技能培训考核内容，可用作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企业、施工企业、培训机构、行业组

织、主管部门进行职业从业人员聘用、使用、培训、考核的依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8/2455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08        宗边 

 

2. 住建部：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大力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会实录截取如下： 

 

北京日报记者：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的重要保障，请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这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第一，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以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为抓手，指导各地在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规标准和规范。“十三五”时期，我部联

合相关部门命名表彰了 146 个全国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今年 11 月，我部联合中国残

联等 12 个部门印发《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城乡无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8/24559.html


 

障碍设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包容性水平明显提升，要求城市道路、公共建筑无障碍设

施建设率达到百分之百，将支持 110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方便残

疾人、老年人的生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066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1-12-13 

 

3. 住建部：大力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12 月 9 日，国新办举行《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汪科在会议中回答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时

表示，这些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积极老龄观、健康

老龄化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城市转型更新发展的各方面，着力打造

老年宜居环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2/10/content_8762235.htm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021-12-09   顾爱龙 

 

4. 自然资源部：开展 2021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 

按照《土地调查条例》，部决定开展 2021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在 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基础上，开展 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全面掌握全国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 年度国土利用变化情况，维护更新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下称“三调”）成果，保持国土调查成果现势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066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2/10/content_8762235.htm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060 

来源：自然资源部网站         2021-12-10          

 

5. 自然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取消“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丙级资质认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国发〔2021〕7 号）有关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自然资源管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证照分离”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更大范围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根据国发〔2021〕7 号文件有关要求，《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

（2021 年全国版）》规定的自然资源管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分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争 2022 年底前建立

简约高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行业准营规则，大幅提高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度和可

预期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052 

来源：自然资源部          2021-12-08  

 

6. 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接续推进新发展阶段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启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下称《五年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农村人

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的目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2 月

6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进行解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id=1679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060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052
https://www.jzsbs.com/index.php/Home/Index/detail?id=16791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1-12-09  

 

7. 《“十四五”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专

家解读之三： 聚焦重点统筹兼顾精准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方案》提出，将支持重点城市发展、推进重点县城建设、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革命

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同时要求加强与基础设施建

设、红色旅游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的衔接，这是《方案》的创

新性探索，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十四五”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新时代支持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思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12/t20211208_1307335.html?code=&st

ate=123 

来源：振兴司            2021-12-08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12/t20211208_1307335.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112/t20211208_1307335.html?code=&state=123


 

新闻/动态 

8. 降低监理、造价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调整方案公

示》，明确了 14 项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的降低调整方案。其中，对监理工程师、一级

造价工程师、二级造价工程师工作年限降低了要求。 

 

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推动降低就业门槛，人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

究制定了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调整方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12/09/content_15350.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12-09          

 

9. 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与澳门工程师学会 建立联系沟通机制 

日前，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学军、副秘书长温健，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副

会长、广东省建设监理协会会长孙成一行与澳门工程师学会会长胡祖杰、理事长萧志泳、

闫澍教授在珠海会面，就双方建立联系进行了沟通与交流。王学军与萧志泳还签署了建

立联系沟通机制备忘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12/09/content_15351.html 

来源：建筑时报           2021-12-09         

 

10.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等 2 项

标准编制工作的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起

草了行业标准《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22 日。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12/09/content_15350.html
http://dzb.jzsbs.com/epaper/jzsb/pc/content/202112/09/content_15351.html


 

标准主要包括总则、术语与符号、基本规定、估算、源头减量、收集与存放、再利用及

再生利用、计量与排放 8 项内容，适用于建筑垃圾在施工现场内的减量化处置。（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7/245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07        宗边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将推动加装电梯、无障碍环境

建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围绕《意见》，12 月 9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近年来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方面的有关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为抓手，指导各

地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规标准和规范。“十三五”时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相关部门命名表彰了 146个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今年

11 月，又联合中国残联等 12 个部门印发《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提

出到 2025 年城乡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包容性水平明显提升，要求城市道路、

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到 100%，将支持 110 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

碍改造，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的生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9/2458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12-09         宗边                         

 

1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测绘基准建设有了“作业书” 

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平面和高程基准建设技术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通过专家评审，为示范区平面和高程基准建设提供了一部“作业书”。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7/2452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9/24586.html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让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善县“聚”

为一体。《方案》由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上海市测绘院、江苏省测绘工程

院协同完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12/t20211207_270993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12-07         李风 张畅 

 

13. 构筑城市“智能生命体” 

纵观各地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其所遵循的技术变革思路大致是：先依托空间信息技术

﹢数据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构建数字城市，再依托数字城市相关

建设技术﹢物联网技术﹢云技术﹢时空大数据技术等建设智慧城市，最后依托智慧城市

建设相关技术﹢万物相联技术﹢实景三维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城市的数字孪生。

由此，笔者认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5G 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地理信息大数据的

加持和迭代，未来智慧城市将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模型，而是一个系统的“智能生命

体”。（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112/t20211208_271027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1-12-08         张新长 赵怡   

   

14. 新版《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发布 

近日，为适应我国民用机场发展建设需要，进一步推进民航标准化建设工作，民航局修

订发布了新版《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5001-2021，以下简称《标准》），

新版《标准》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标准》是《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14 的执行性文件，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缔约国

义务、确保民用机场执行国际一致性的重要标准与规范我国民用机场规划、设计、建设

http://www.mnr.gov.cn/dt/ch/202112/t20211207_2709935.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112/t20211208_2710275.html


 

和运行，保障我国机场安全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标准，不仅适用于运输机场，也适用

于通用机场。自 1985 年首次发布至今，《标准》结合国际标准的修订与我国机场建设

运行经验，已先后开展了 6 次修订，有效指导了我国数百个机场的建设和运行。（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1982.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12-08       

 

15. [央行]2021 年 11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一、广义货币增长 8.5%，狭义货币增长 3% 

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35.6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低 0.2 个和 2.2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3.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增速比

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74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当月净投放现金 1348 亿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fangchan.com/data/142/2021-12-09/6874637214400451332.html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021-12-09        

 

16. 房贷放款提速，房企融资开闸，楼市调控有新动向 

作为楼市调控的“钱袋子”，银行涉房贷款的每个变化都格外引发关注。 

 

经历了上半年“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后，下半年以来，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频频发声，

对外释放积极信号，引导金融机构满足房企、个人购房者的合理信贷需求。 

 

6 日，央行更是宣布降准，决定于 12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万亿元。（部分节

选） 

http://www.cacp.org.cn/ghqy/11982.jhtml
http://www.fangchan.com/data/142/2021-12-09/6874637214400451332.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2/08/content_8761156.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12-09  记者﹕左宇坤   

 

17. 央行全面降准支持实体经济 专家：仍需更多配套政策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决定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1.2 万亿

元(人民币，下同)。 

 

这是今年 7 月全面降准后，央行今年第二次全面降准。此次降准有何考量？未来都有哪

些期待？（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2/09/content_8761954.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12-09  记者﹕胡亦心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2/08/content_8761156.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1-12/09/content_8761954.htm


 

聚焦/探讨 

18. 规划引领，做好租赁房源增量文章 

坐落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江山北路 356 号的未来智谷·青年大学生公寓，是山东省首个

整体出让租赁用地建设的租赁住房项目。该项目去年 11 月启用以来，入住率不断攀

升。租户小袁说，这里配套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关键是租金比周边同类房源便宜。 

 

未来智谷·青年大学生公寓是青岛市近年来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多渠道筹措租赁房源

的一个缩影。自开展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试点工作以来，青岛市出台租赁住房发展专

项规划，以规划为引领，通过配建、集中新建等方式，累计筹集租赁房源 4.42 万套，开

辟出了一条具有青岛特色的租赁房源筹集新路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8/2455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08         王建业     

 

19. 扛起城市主体责任 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浙江杭州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力度 

自 2016年举办 G20峰会以来，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城市竞争力持

续提升的同时，大量人口拥入城市，新市民住房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杭州市扛起城市

主体责任，主动采取措施，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力度。目前，已建设筹集保障

性租赁住房 8.2 万套（间），拥有可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集中式租赁公寓 5.7 万套

（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7/245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07           包璋      

      

20. 降低企业压力 实现“轻装上阵” 

一些城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施工图审查、取消资金证明等改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其中，山东省济宁市推行建设项目开工前“零费用”，企业资金周转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8/2455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7/24526.html


 

压力明显减轻，实现了轻装上阵、先行开工，受到了一致好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13/2462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13          鲁宁 

    

21. 全方位助力城乡建设绿色转型 

日前，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开宗明义地指出“城乡建设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对

城乡建设领域进行了系统性规划和布局，并将“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作为深入贯彻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指明了高品质绿色建筑是推动城乡建设提质增效、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提升建筑综合减碳能力的重要一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13/246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13          孟冲       

    

22. 何种情形下物业服务企业应提出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建议 

基本案情 

业主倪某以某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及时启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住宅防水工程、外墙等共

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新改造，导致其居住房屋渗水，不断发生经济损失

为由，主张某物业服务企业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诉讼中，法院曾先后两次委托鉴定机构对房屋渗水原因进行鉴定，由于最初渗水时的状

态已不存在，鉴定公司无法对房屋渗水原因进行分析，故终止鉴定。 

 

某物业服务企业称，由于倪某的违建阳光房没有拆除，因此无法启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13/2462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13/246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9/2457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1-12-09         林培 

       

23. 杨涛：城市更新再造城市多元价值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一项政府工作安排，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城市发展方式。以往的城市

发展侧重于以外延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但在当今面向高质量发展、城市治理现代化、

空间品质提升、高效集约发展等理念驱动之下，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侧重存量发展、内涵

式提升的转型阶段，城市更新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也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优化空间结构、促进环境品质提升的重要举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Lk0-NJKXipar5NgILLlgw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网          2021-12-10           

作者： 

杨涛（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设计大师，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 

何世茂、徐敏、宣婷（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09/245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Lk0-NJKXipar5NgILLlgw


 

地方新闻 

24. 东孚曹路区级保障房基地二期项目开工 

近日，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孚公司”）所负责的浦东新区曹

路区级保障房基地二期项目开工。该项目将采用装配式施工方式，实行绿色建造，从景

观、建筑、室内、服务四大维度打造有温度的住宅。该项目通过建设复古式大门、石材

幕墙基座、栅栏式景观围墙等实现小区的人车分流。东孚公司以精工筑家的工匠精神，

将项目打造成品质标杆、宜居标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13/2463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1-12-13         牛春雷 

 

2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面向全球征集城市设计方案 

12 月 9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发布了一则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

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的资格预审公告。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将公开邀请全球具有相关

规划设计经验的设计机构前来申请应征，申请截止时间为 12 月 28 日中午 12 时。 

 

征集的工作任务包括三个层次城市设计，其中总体城市设计，设计范围为合作区整体，

包括总面积约 106 平方公里的陆域和海域，重点描绘横琴未来发展愿景、优化城市空间

结构、促进产城融合、梳理综合交通系统、地下空间综合利用；重点片区设计，设计范

围为陆域 86 平方公里，重点锚固横琴未来发展蓝图，设计深度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深度；

重要节点城市设计，在重点片区内选择若干重要节点，如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城市创新

中心（生产性服务）、标准产业单元、标准居住单元等，对其建筑形态、建筑风貌、街

道空间、园林景观、地下空间等开展详细设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2096.html 

来源：珠海特区报          2021-12-1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112/13/24630.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2096.html


 

26. 深圳机场卫星厅启用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2200 万人次 

12 月 7 日上午，从深圳机场卫星厅出发的深航 ZH9103、南航 CZ3553 两个首航航班由

深圳机场两条跑道同时起飞，标志着深圳机场卫星厅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是今年 9 月

深圳前海合作区扩区后，“大前海”首个建成投用的百亿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深圳机场卫星厅位于 T3 航站楼的北侧，通过捷运系统连接目前的 T3 航站楼和规划中的

T2 航站楼。卫星厅总建筑面积约为 24 万平米，平面呈“X”构型，共设地上四层、地下

一层，同时新增配套站坪面积约 100 万平米，机场地空资源将得到进一步释放。（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1894.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12-08 

 

27. 黄茅海跨海通道预计 2024 年通车 

临近年底，粤港澳大湾区西侧的黄茅海海域上，3000 余名建设者热情不减，加紧施工，

一条连接珠海与江门的“跨海巨龙”骨架若隐若现。 

 

截至目前，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主体工程 164 根桩基全部完成，控制性工程黄茅海大桥

和高栏港大桥共 5 个承台施工已完成 3 个，项目多个关键节点工期较原计划提前 2 至 3

个月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进入海上桥体施工阶段，切切实实跑出了“黄茅海速

度”，为项目 2024 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0106.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1-12-07 

 

28. 香港健康码系统开通！特区政府：配合粤港澳三地通关 

香港健康码系统于 12 月 10 日 9 时正式开通，“安心出行”应用程序也随之更新至 3.0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1894.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0106.html


 

版本。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站获悉，12 月 9 日，特区政府发声明重申，香港健

康码乃为配合粤港澳三地通关之用，预先开通系统是为让香港市民尽早熟悉其功能，以

待正式通关时能够顺畅运作。特区政府还指出，港康码注册先后次序与通关配额无关，

市民无须急于申请。（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0097.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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