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1 年 1 月 4 日-1 月 10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的批复 

自然资源部、中科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批复设立国家植物园的请示》收悉。

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由国家林草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中科院、北京市人

民政府合作共建。 

 

二、国家植物园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保护第一、惠益分享；坚持以植物迁地

保护为重点，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坚持对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完整保存、高

水平研究、可持续利用，统筹发挥多种功能作用；坚持将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展示，

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强化自主创新，接轨国际标准，

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04/content_5666350.htm 

来源：国务院         2022-01-04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

法》的通知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以下简称信息公

开）工作，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等有关规

定，结合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行业特点，制定本办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04/content_5666350.htm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是指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

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

的监督管理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1/20220110_76

4056.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01-04   

 

3. 住建部：如何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 号）印发

以来，各地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帮助一大批老旧小区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和生

活环境，解决了不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不少地方工作中仍存在改造重“面子”

轻“里子”、政府干群众看、改造资金主要靠中央补助、施工组织粗放、改造实施单元

偏小、社会力量进入困难、可持续机制建立难等问题，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

也是发展工程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激发。为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惠民生扩内需，又推动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现就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把牢底线要求，坚决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满意工程 

 

（一）市、县应建立政府统筹、条块协作、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专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

规则、责任清单和议事规程，形成工作合力，避免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简单作为建设工

程推进。（部分节选）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1/20220110_764056.html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201/20220110_764056.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104 

来源：住建部官网    2022-01-04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进一步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各地年度计划不

搞“一刀切” 

为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惠民生扩内需，又推动

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进一步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同时公布了《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衡量标准》。 

 

通知要求，各地确定年度改造计划应从当地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层层下

指标，不搞“一刀切”。严禁将不符合当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对象范围条件的小区纳入

改造计划。严禁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为名，随意拆除老建筑、搬迁居民、砍伐老树。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4/2501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4          作者：宗边 

 

5.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

碍，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以综合改革试点为牵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

善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积极探索新路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劲动力。 

 

《方案》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支持具

备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大胆改革探索，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注重总结经验，及时规范提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10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4/25019.html


 

升，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模式。《方案》强调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推动各领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举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提高不同要素资源

的组合配置效率。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坚持稳中求

进，以安全可控为前提，稳步有序推进试点。《方案》提出了八个方面试点任务，包括：

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加

强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健全要素市场治理，进一步发挥要素协同配置效应。（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06/content_5666728.htm 

来源：新华社             2022-01-06  

 

6. 五部门发布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计划提高建筑智能光伏应用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2021~2025年）》，要求提高建筑智能光伏应用水平。 

 

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光伏行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新型

高效太阳能电池量产化转换效率显著提升，形成完善的硅料、硅片、装备、材料、器件

等配套能力。智能光伏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水平逐步深

化。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取得明显进展，智能光伏产品供应能力增强。在绿色工业、绿

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乡村振兴及其他新型领域应用规模逐步扩大，形成稳定

的商业运营模式，有效满足多场景大规模应用需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6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6         作者：宗边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06/content_5666728.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66.html


 

7. 六部门联合印发《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未通过认定的

园区不得新建改扩建化工项目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不得新建、

改扩建化工项目（安全、环保、节能和智能化改造项目除外）。 

 

《办法》分为总则、建设标准、园区认定、园区管理、附则 5 章共包括 26 条内容，旨

在进一步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提升化工园区安全发展和绿色发展水平。 

 

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包含管理机构、选址布局、产业规划、安全环保、危废处理等 12 条

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10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10         作者：钟欣 

 

8. 21 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要大力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21 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公共服务

规划》提出，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要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

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规划主要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据介绍，规划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促进公共服务发展的综合性、基础性、

指导性文件。规划期为 2021~2025 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10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10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10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108.html


 

新闻/动态  

9. “阅历”2021 测绘地理信息 

一 月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出台 

 

2021年 1月 15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该办

法规定平台实行一体化建设模式，各级节点充分共享有关数据和软件系统；鼓励各地建

立地理信息要素变化快速发现机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领域以外的专题地理信息数据资

源共享协调机制。 

 

进 展：为贯彻落实该办法，2021 年自然资源部制定了平台转型升级顶层设计方案；全

面更新平台数据资源，推动各级节点集中向社会公开基础地理信息和自然资源领域可进

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的专题地理信息。2021年，平台注册用户增长约 60万，在线地图日

均调用量约 9 亿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1/t20220106_2716714.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1-06                         

 

10. 推动“多测合一”向深度广度拓展 

12 月 28 日，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组织召开了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工作座谈会

（视频），总结交流改革经验和典型做法，研究深化改革的对策与措施，推动“多测合

一”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1/t20220110_271708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1-07                作者：赵玲玲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1/t20220106_2716714.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1/t20220110_2717086.html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修订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9 年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

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修订了国家标准《建筑地

面设计规范（局部修订条文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7 日。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调整了地面类型的规定，原则上只做“性能”要求，条文中推

荐的常用地面类型的选择包括但不限于这些类型；调整了部分条文的排序，同类条文的

格式统一、集中；调整了个别用词和专业术语，使之更完整准确；删除个别不常用地面

类型的规定。（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9/2508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9  作者：郑雯                                  

 

12. 22 项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课程上线 

为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 年颁布的 22 项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宣贯工作，受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委托，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制

作了 22 项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概要解读网络课程，每门网络课程包括规范的编制情况、

主要内容及重点、创新点、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比情况等方面内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5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6         作者：同叶 

 

13. 中指发布 2021 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百亿企业研究：158 家房企破百亿 千亿军团维

持在 41 家 

2021 年，政策总基调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实现增长。优秀房

企强化营销加快推盘抢收，加强内部组织建设提升效能，实现销售业绩持续增长。根据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9/2508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59.html


 

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2021年共计 158家房企跻身百亿军团，销售额平均增速为 4.2%；

百亿企业的权益销售额共计 10.0 万亿元，市场份额约 55.1%。 

 

近几年，在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行业发展规模逐渐趋稳，百亿企业业绩增长也逐

步放缓。随着行业逻辑逐渐转变，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从数据来看，

2021 年百亿企业销售额平均增速为 4.2%，远低于 2017 年的 36.9%，行业进入降速求

稳通道特征明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1/10/content_8772876.htm 

来源：证券日报网          2022-01-10         作者：李豪悦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1/10/content_8772876.htm


 

聚焦/探讨 

14. 2021 建筑业十大关键词 

岁月不居，脚步不止。2021 年已经过去。 

 

这一年，触动人心的国家大事不断，我们为建党百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欢欣鼓舞，为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开启而斗志昂扬。 

 

这一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一系列关乎建筑业发展的大事、政策不断，行业改

革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困难与挑战明显增多，机遇与风险并存。 

 

在此，通过 10 个关键词，回顾过去一年建筑业改革足迹，展望行业发展未来。（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5/2504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5         作者：谈建 

 

15. 穿越周期 房企如何探路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三道红线”融资新规、部分房企债务危机、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等多

重因素叠加影响下，2021 年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 

 

2021 年 10 月以来，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放松信贷，高层密集发声维稳市场，提出

要“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顺应居民高品质住房需

求，更好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7/2506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7         作者：文心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5/2504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7/25067.html


 

16. 为新业态打开想象新空间——从三个关键词看建筑业发展新机遇 

住房和城乡建设是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稳增长扩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领

域。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2022 年经济工作，透露出的

信号是未来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也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行各业的发

展带来巨大想象空间。其中，建筑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行业将如何完成时代赋予的各

项任务？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一：创新 “走创新驱动道路” 

 

“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在起始阶段可以模仿先行发展的经济体，一旦跃居发展前列，模

仿的空间就会急剧缩小，不创新，发展动力就会逐渐减弱，久而久之，优势也可能变成

劣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09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10         作者：程晓丽 

      

17. “智慧大脑”擘画“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容西安置房 C2 标段建设侧记 

时值寒冬，位于雄安新区容西片区东北部的容西片区 C 单元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C2

标段项目（以下简称“容西安置房 C2 标段”）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

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雄安新区转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以

来，如火如荼的建设，使容西片区宜居宜业综合城区、生态智能创新城区的雏形逐步显

现。 

 

“这是中建七局在雄安新区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我们致力于打造标杆工程，助力雄安新

区成为城市建设的典范。”项目经理祁海涛表示，容西安置房 C2 标段，总建筑面积约

39.8 万平方米，总造价 18.3 亿元，建成后可安置住户 1500 余户，成为绿色宜居的公

园聚落生态综合体。（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094.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09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10         作者：文筑 

    

18. 新年·新法·新气象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法规开始施行。修改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完善工会职责定位和工作制度，聚焦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间；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使民事诉讼规则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5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6         作者：林培 

              

19. 2021 年，新城建这样走过…… 

2021 年，是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城建”）快速发展的一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在 21 个城市开展了综合试点，在一些城市做了专项试点，实施了一批可观

可感的新城建项目，取得了优异成绩。政策发布、标准制定、试点落成……积极推进新

城建，各类效益逐渐显现，城市焕发了“新”的生机。 

 

政策推动更加有力 

 

随着新城建试点的推进，越来越多可观可感的项目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社

会各界对新城建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这项工作的认同感不断提升。（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5/2503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1-05         作者：章豫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10/2509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5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5/25037.html


 

 

20. “四个提升”筑牢智慧广州时空底座 

智慧城市建设是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升现代治理能力、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国家

战略之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均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组成与应用窗口，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承担了时空数据的承载、

融合、共享等任务，提供政府辅助决策、大数据分析、公共需求预测等功能，实现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1/t20220106_271671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1-06         作者：王瑜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1/t20220106_2716716.html


 

地方新闻 

21. 一图读懂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近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隆重开幕，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代表市人

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一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明确了

2022 年九方面重点工作。 

 

继续保持城市副中心千亿投资强度、在未来科技前沿领域布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加快

集聚一批战略科学家和敢闯“无人区”的领军人才、开展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3.0 建

设、打造“京通”“京办”“京智”三个智慧终端、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 2 至 3 岁

幼儿......一大批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惠及市民群众的政策措施落点落图。（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2110.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2022-01-07        

 

22. 北京冬奥列车亮相京张高铁 

2022 年 1 月 6 日，北京冬奥列车惊艳亮相。在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铁——京张

高铁，北京冬奥列车身披“瑞雪迎春”涂装，一路飞驰，时速 350公里自动驾驶。列车

发车、运行、停车、车门开闭全自动，智能媒体车厢，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无障碍设施

应用，世界上首个时速350公里高铁5G超高清演播室……呈现不一样的乘车体验。（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51.html 

来源：新华社         2021-01-06       

 

 

 

http://www.cacp.org.cn/ghqy/12110.j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1/06/25051.html


 

23. 广东推进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 

1 月 7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下称《规划》）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全省要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 55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

内。到“十四五”期末，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要达到 9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

定在 95%以上。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陈敏介绍，《规划》提出，到 2025年，广东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将更加成熟完善，实现“劳有乐业、才有优用、技有专长、病有良医、

老有颐养”，人才集聚新高地和民生保障新高地全面建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4859.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1-10        

 

24. 广东：携手港澳“破浪前行” 跑出大湾区“加速度” 

4500 多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 4.5 万亿元；农村消费、网络消费均大幅增长 20%

以上；粤港澳合作步入正轨，纵深推进速度加快……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广东紧抓“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重大机遇，扎

实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背后有门道儿，数字背后更有温度。 

 

面对疫情等不确定因素，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如何彰显责任与担当？面对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又如何持续激活创新发展动力？岁末年初，让我们一起

透过数据，回顾这一年广东的重要时刻；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感受大湾区的时代脉搏。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4859.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4639.html 

来源：央广网           2021-01-06 

 

25. 新年新进展！这 5 个大湾区重大工程捷报频传 

新年伊始，粤港澳大湾区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建设者们正用高涨的

热情，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项目的建设。 

 

深中通道沉管段已完成 61% 

 

近日，深中通道建设前方传来捷报：沉管隧道已完成第 14 个管节的沉放安装，管节安装

长度达 3052.8 米，约占沉管段总长度的 61%。 

据悉，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海底隧道长

6845 米，其中沉管段长 5035 米，由 32 个管节和 1 个最终接头组成，为世界首例双向

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4741.html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2021-01-07 

 

26. 上海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 172 项举措加速落地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作为首批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一，近期上海发

布的优化营商环境 5.0版，172项改革举措正在加速落地落实，最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请听报道： 

 

长期在宁波做酒类外贸生意的陈女士，近日向交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申请了位于静安区

普善路一处不动产抵押。仅 3 个工作日，不用两个城市来回跑，她就拿到了登记证明。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4639.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54741.html


 

https://ghzyj.sh.gov.cn/gzdt/20220105/15ea94746f02427fa00b8b2bb3b1bb27.ht

ml 

来源：上海市规划资源局  2021-01-04 

 

27. 成都市“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印发 

日前，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复《成都市“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成都市政府批

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对接

国家、省、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三农”工作的重要部署，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规划》为引领，深入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做强坚实支撑。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acp.org.cn/ghqy/12092.jhtml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网           20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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