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2 月 7 日-2 月 14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环境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保障，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为加快推进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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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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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品质，全面提高城镇环境基础设施

供给质量和运行效率，推进环境基础设施一体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逐步形成由城

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09/content_5672710.htm 

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2022-02-09   

 

2.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09/content_5672710.htm


 

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十三五”时期取得的工作进展。 

 

“十三五”时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明显提升，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14/content_5673424.htm 

来源：国务院         2022-02-14 

 

3.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出炉！我国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我国

要初步形成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框架，建筑市场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工程质量安全保

障体系基本健全，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建造方式绿色转型成效

显著，加速建筑业由大向强转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492.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02-08 

 

4.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三农”工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日

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

“十四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等作

出全面安排，增强农业农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和“压舱石”的稳定作用，

持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14/content_5673424.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49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492.html


 

《规划》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十个战略导向，要立足国内基本

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

轨道，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和

创新乡村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11/content_5673141.htm 

来源：新华社        2022-02-11 

 

5.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

见》答记者问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作出哪些部署？记者专访了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 

 

问：我们注意到，《意见》是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能源领域发布的综合

性政策文件，请问在当前时点出台《意见》的考虑是什么？ 

 

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我

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活动碳排放占比较高，推进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对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现行能源体制机制和

政策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为：能源消费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意识还需要增强，

在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安全保供风险增多，能源输送等基础设施不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

展，关键环节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能源市场体系还不完善，能源管理的协同机制有待

改进，投融资等政策支持力度仍偏弱等。应坚持系统性、全局性思维，从顶层设计的角

度统筹谋划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部分节选）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11/content_5673141.htm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10_1315429.html?code=&st

ate=123 

来源：国家能源局        2022-02-10 

 

6. 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加快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关于加快推进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解读之一 

环境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保障，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函〔2022〕7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作出全面部署。《指导意见》突出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

提品质，提出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城镇环境基础设

施体系相关要求，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助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设施体系建设 

 

环境基础设施涵盖领域行业范围广泛，是一项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协同推进。

《指导意见》注重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推动共建共享、协同处置，推动城镇环境基础

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推进、统一管理，着力构建一体化城镇环境基础设施体

系，逐步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以城带乡提高环境

基础设施水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14_1315478.html?code=&st

ate=123 

来源：环资司         2022-02-14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10_1315429.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10_1315429.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14_1315478.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14_1315478.html?code=&state=123


 

7.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解读《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等 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等 27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就《批复》进行了解读。 

一、《批复》出台的背景 

 

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

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发展。2021 年 6 月，国务院

常务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

确提出扎实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2015 年以来，国务院已分五批设立

105 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合试验区），覆盖了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跨境电子商务先行先试的试验田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发展格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11/content_5673154.htm 

来源：商务部网站        2022-02-11 

 

8.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技术标准》6 月起实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公告，批准《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技术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为行业标准，编号为 CJJ/T315-2022，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据了解，为规范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推动城市建设、管理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关于开展〈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技术标准〉等 7 项标准编制工作的函》，经广泛调查

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了《标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

平台架构和功能、平台数据、平台运维和安全保障等内容，适用于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

台的建设、管理和运行维护。（部分节选）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11/content_5673154.htm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4/2557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14          作者：辛雯                       

 

9. 国务院关于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批复 

一、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具体建设方

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四川省人民政府等有关方面制

定印发并认真组织实施。 

 

二、示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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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城市发展全过程，

充分彰显生态价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促进城市风貌与公园

形态交织相融，着力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着力创造宜居美好生

活、增进公园城市民生福祉，着力营造宜业优良环境、激发公园城市经济活力，着力健

全现代治理体系、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相结合，打造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10/content_5672903.htm 

来源：国务院       2022-02-1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4/25571.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10/content_5672903.htm


 

新闻/动态            

10. 专家建议：新建住宅层高应不低于 3 米 

为提高建筑品质、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提升我国住宅的宜居性，业内专家建议将住宅

层高标准提升为不低于 3 米。 

 

据了解，我国现行标准对住宅层高 2.80 米的规定，从 1986 年至今已经实行了 35 年。 

 

有关专家称，提高住宅层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新规范将增加楼板厚度。近年来，住宅楼噪声问题经常引起邻里纠纷，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为保证室内噪声和振动声控制指标与国际标准的要求一致，在即将颁行的《住

宅项目规范》中，楼板厚度拟从过去不小于 6 厘米提高到不小于 10 厘米，增加了 4 厘

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0/2553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10          作者：张正贵                              

 

11. 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通知，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

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支持力度。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此举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信贷

投放，支持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有助于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下一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加快建立完善住房租赁金融制度，继续

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长租房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0/25539.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498.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02-08 

  

12. 报告：1 月 65 城新房线上均价微跌，二手房挂牌均价微涨 

中国经济网北京 2 月 11 日讯（记者 李方） 58 同城、安居客近日发布 2022 年《1 月国

民安居指数报告》显示，2022 年 1 月全国重点监测的 65 城新房线上均价为 17582 元/

㎡，环比微跌 0.15%，其中有 31 城新房均价环比上涨。二手房挂牌均价为 16888 元/

㎡，环比微涨 0.35%，65城中有 38城挂牌均价环比微涨，落实二手房参考价制度的城

市中有 4 个城市挂牌均价环比下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14/content_8784160.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2-02-14 

 

13.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重点城市租赁市场量价齐跌 

中国消费者报北京讯（记者孙蔚）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春节假

期全国重点 40 城租赁成交同比减少 6.5%。 

 

相比去年春节，今年春节返乡过年或外出旅游的人口增加。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测算，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2.51 亿人次，恢复至 2019 年春节假日同期的

73.9%，因此今年春节期间租赁需求减弱，租赁市场活跃度同比下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09/content_8782688.htm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中国消费网 2022-02-09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4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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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然资源部：用两年时间全面更新汇交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人民网北京 2 月 8 日电 （记者杨曦）日前，自然资源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在已有工作

基础上，用两年时间全面更新汇交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权

益，支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自然资源改革工作。 

 

通知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然资源部工作安排，各地于 2011 年至

2013 年基本完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工作。有的地方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

成果应用于土地征收、土地开发利用、执法督察等业务，对提升土地管理水平、促进农

业农村发展、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仍有不少地方对于

土地征收、农民集体变化等原因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变化的，未办理相应注销、变更等

登记手续，未及时更新登记成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10/content_8783165.htm 

来源：人民网           2022-02-10 

      

15. 测绘海坨山 筑梦冬奥会 

2021年，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服务第 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庆赛区的第 5年。

这一年，我们作为测绘服务方依然在延庆海坨山忙碌着。目前，冬奥会延庆赛区测绘工

程进入收尾阶段。 

 

2017 年，延庆海坨山还是一片荒山野地。这 5 年，我作为亲历者一直服务在冬奥会延

庆赛区测绘项目外业一线，看着项目区从最初荒无人烟，发展到现在科技化的滑雪圣地。

这期间，项目区始终穿梭着我们测绘人的身影。（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2/t20220214_2728549.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2-14          作者：马新建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10/content_8783165.htm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2/t20220214_2728549.html


 

聚焦/探讨 

16. 城乡建设，如何保护历史遗存、守住文化根脉——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情况

研究报告 

2021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强调，

要“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初步构建”“到 2035 年，

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成”。当前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建设情况如何？下一步应当怎样切实改进、不断完善？本版特刊发研究报告，以期引

发更加广泛深入的关注与思考。 

 

2021 年 11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安徽省桐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第 138 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此产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188 

来源：《光明日报》          2022-02-14         作者：王世福 练东鑫 易智 

（作者：王世福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练东鑫、易智康均

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17. “冰雪丰碑”闪耀五环光芒——走近北京冬奥场馆（五） 

从北京出发，旅客无论是走京藏、京礼高速公路，还是乘坐京张高铁，都能在途经延庆

时看到一座百米高塔：海坨塔。在近 120 米高的塔身上，耸立着高 18 米、直径 12 米、

重 51 吨的巨型奥运五环，宛若一座“冰雪丰碑”，矗立在北京延庆的群山中。 

 

3 道加固确保塔身“稳如泰山”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188


 

海陀塔是在原中科院延庆太阳能发电研究基地的太阳能集热塔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设计完

成的。6 条 120 米长的“冰晶飘带”围绕塔身旋转而下，像从高山上俯冲而下的滑雪赛

道，又像一座冰雕状的奖杯，富有灵动飘逸之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4/2557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14          作者：冯路佳  闻江  王冰       

  

18. 智能建造引领建筑业“十四五”转型升级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推进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对于建筑业而言，持续增强信息技术集成能力，推动全过程信息模型应用，以智能建造

引领转型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7/2548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07          作者：栾德成 

  

19. 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需防风险与保创新并重 

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当前，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平稳，基本满足城市快速发展需要，但长

期以来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管理”，城市地下管线、地下通道、

地下公共停车场、人防等市政基础设施仍存在底数不清、统筹协调不够、运行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城市道路塌陷等事故时有发生。不少早期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老化，

安全隐患逐步显现，迫切需要更新改造，推进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4/2557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7/25488.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50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08          作者：辛辰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8/25500.html


 

地方新闻 

20. 上海加强建筑工地节后复工疫情防控 

春节假期结束，上海市建筑施工领域即将面临务工人员返沪进沪潮。为切实做好建筑工

地节后复工的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工地参建各方疫情防控的企业主体责任，上海市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要求加强本市建筑工地节后复工疫情防控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9/25517.html 

来源：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2-02-09     

 

21. 上海现存最长的清水红砖建筑益丰大楼“焕新” 

日前，记者从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获悉，经过施工团队三年的匠心改造，

上海现存最长的清水红砖建筑益丰大楼焕新归来，成为上海英式风格商业建筑新代表。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0/2554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10          作者：丁艳彬  

 

22. 1 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环比降 23% 部分区域“房少客多” 

中国经济网北京 2月 11日讯（记者 李方）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1月，

北京二手住宅网签达 11875 套，与 2021 年 12 月的 15442 套相比减少 3567 套，降幅

达 23%。另一方面，据中指研究院百城价格指数显示，1 月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延续上涨

趋势，环比上涨 0.30%，涨幅较上月扩大 0.10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8.67%。 

 

“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规模有所企稳。”针对 1 月网签数据，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研

究副总监徐跃进分析认为，“1 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较去年 12 月有所下降，主要是受

丰台等局部地区疫情反复和元旦、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购房需求释放受到一定抑制和

延迟。（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09/2551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0/25542.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14/content_8784157.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2-02-14           

   

23. 北京试点物业服务企业上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日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物业服务+养老服务”

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北京将重点选择一些物业服务企业开展试点。试点期限

为一年，重点选择在城六区人口密集的老旧小区、新建小区、街巷物业等不同类型的区

域进行试点，以便探索多种类型的“物业服务+养老服务”试点模式。 

 

试点工作将按照“企业自愿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原则，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发挥常驻

社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等优势，根据不同区域人口结构、老年人服务需求，有针对

性地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1/25565.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2-11 

 

24. 广州实施营商环境 5.0 改革 

2021 年 9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把广州作为首批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一。广州牢牢把握创新试点的重大改革机

遇，日前，制定出台了《广州市建设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下称《实

施方案》），启动营商环境 5.0 改革，以“激发活力”为主线，为企业创新发展松绑减

负。 

 

根据《实施方案》提出的目标，广州力争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建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城市，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跃居全球前列，成为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

心，以及全球企业投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打造全国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14/content_8784157.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1/25565.html


 

优化营商环境“策源地”和“试验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95298.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2-08 

  

25. 全国首个！广东出台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获通过 

日前，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

例》，将于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个地方版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 

 

《条例》强调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优势，提出省人民政府商务等有关部门根据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战略，发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探索开展外商投资

权益保护的试验性政策措施，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95468.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2-09 

 

26. 今年广东便民办税将推广智能咨询远程帮办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发布 2022 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以下简称“春风行动”）工作方案。广东在国家税务总局首批推出 5 大类

20 项 80 条便民办税缴费措施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创新，以加速构筑“非接触式”

税费服务新生态为主攻方向，致力形成包括“远程帮办”全覆盖、“非税缴费”一站办、

“跨境税费”线上缴、“税费报缴”省心算等在内的“十项智慧税务先锋成果”。 

 

今年是税务系统连续第 9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首批推出的 5大类 20项 80条

便民办税缴费措施，主要聚焦继续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好实事，在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等方面推出系列服务举措。（部分节选）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95298.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95468.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696520.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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