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2 月 22 日-2 月 28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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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和群众

经常办理的服务事项，充分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电子证照在更多领域应

用并实现全国互通互认，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更好发挥电子证照应用在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中的支撑保障作用，

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2/content_5674998.htm 

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2022-02-22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党中央认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

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做好 2022 年“三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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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2/content_5674998.htm


 

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

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来源：新华社         2022-02-22 

 

3.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系列解读 | 坚持稳中求进 促进工业经济

平稳增长 

为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

增长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工业经济的平稳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平稳

运行意义重大，而且通过合理的政策组合拳，不但能够促进当下工业的平稳增长，而且

能够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工业更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打牢基

础。 

 

一、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意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经济在 2021年实现了 8.1%的增长，但是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 2021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工业的

平稳增长对宏观经济的稳增长意义重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1.html?code=&st

ate=123 

来源：产业司         2022-02-25 

 

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1.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1.html?code=&state=123


 

4.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系列解读 | 精准施策 着力破解制约工业

经济平稳增长的要素制约 

促进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核心要义是促进各类

高端要素向实体经济汇聚、协同发力。时至今日，受百年大变局和世纪大疫情的影响，

我国不仅在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资源支撑方面存在短板，在传统

金融信贷、原材料、初级产品、土地、能耗指标等初级要素和资源供应方面也存在诸多

制约，影响工业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为此，国家发改委联合 12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

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从财税、金融、保供稳价、

投资外贸、用地用能和环境政策等 5 个方面出台了 18 条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含金量高、

及时性好、针对性强，出实招、谋良策、放大招，着力解决制约工业经济运行中的掣肘

问题，确保全年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充分认识工业经济和传统产业平稳运行的重要性 

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其发展水平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

业中占有主体地位，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先导性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较强的国际

竞争力。随着科技创新以及新技术的应用，传统产业不断孕育产生新的产业发展模式，

与新兴产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2.html?code=&st

ate=123 

来源：产业司         2022-02-25 

  

5.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系列解读 | 多措并举 全力促进工业经济

平稳增长 

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有力支撑。多年来我国工业发展成绩瞩目，已

形成显著规模优势、齐全配套优势和强大内需优势，随着未来进入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2.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2.html?code=&state=123


 

展格局、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不断加速，工业长期增长的前景依然可期。但近期以

来，多重因素对工业经济运行造成干扰和掣肘，由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需条件

深刻变化，短期风险矛盾和转型压力叠加共振，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受到挑战，下行压力

有所加大。2 月 18 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工业经

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全力促进

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全力保障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税费政策支持力度，增强工业企业融资能力 

 

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财税政策一直是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具有覆盖面广、

普惠性强等特点。近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加大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等税收减免力度，有力促进了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也要看到，我国财税政策还有

较大优化空间，企业转型发展还面临较大的税费成本负担。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导致工业经济增长难度加大，特别是部分中小微企业面临较大生产经

营压力，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尽快推动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效，强化对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释放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若干政

策》将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作为第一要务，提出加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器

具税前扣除力度、延长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加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力度、降低

企业社保负担等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有利于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3.html?code=&st

ate=123 

来源：产业司         2022-02-25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拟发布《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等 4 项资质标准 

为落实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起

草了《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征求意见稿）》《工程勘察资质标准（征求意见稿）》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3.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2/t20220225_1316973.html?code=&state=123


 

《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征求意见稿）》《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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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10 日。 

 

4 项资质标准明确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进行了分类。《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征求意见

稿）》将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综合资质、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和专业作

业资质 4 个序列。其中施工综合资质不分类别和等级；施工总承包资质设有 13 个类别，

分为 2 个等级（甲级、乙级）；专业承包资质设有 18 个类别，一般分为 2 个等级（甲

级、乙级，部分专业不分等级）；专业作业资质不分类别和等级。《建筑业企业资质标

准（征求意见稿）》包括建筑业企业资质各个序列、类别和等级的资质标准。（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7/2585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7          作者：辛雯 

 

7. 四部门“十四五”时期将支持 200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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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部署要求，近日，民政部、财政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中国残联 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支持 200

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

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7/2585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7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7/2585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7/25856.html


 

8.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新建城区、

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要达 100% 

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围绕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

推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任

务。《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

标率要达到 10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2/2577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2          作者：宗边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拟发布国家标准《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根据《2020 年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

织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修订了国家标准《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日前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18 日。 

 

据介绍，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重视每个子分部工程的验收，对每个子分部工程提出

验收前需提供的文件及记录；提出找平层作为防水层基层时应进行二次验收的要求；补

充了防水卷材与防水涂料复合后的粘结剥离强度验收规定；对防水卷材的铺贴方向及接

缝宽度等按相应规范进行修订；补充了防水卷材粘结剥离强度和不透水性的验收；在观

感质量检查中增加排水系统是否通畅的检查要求；细化了屋面防水功能检验的规定；补

充屋面管理与维护方面的检查要求；按现行相关规范对附录进行修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4/2583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4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2/2577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4/25830.html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通知要求加强保障性住房质量常见问题防治严禁恶意压价、

低水平建设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工程质量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核心，关系到住房保障

政策有效落实，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居住条件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重要体现。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提升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的重要意

义，切实解决质量常见问题，让住房困难群众“住得进”“住得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3/2580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3          作者：宗边 

        

11. 中国银保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对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运营的金融支持 

中国银保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保障性租赁住

房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构建多层次、广覆盖、风险可控、业务可持续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金融服务

体系，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 

 

《指导意见》指出，要发挥好国家开发银行作用，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中长期

信贷支持。支持商业银行提供专业化、多元化金融服务。引导保险机构为保障性租赁住

房提供资金和保障支持。支持非银机构依法合规参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8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8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3/2580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86.html


 

12. 自然资源部全面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2 月 24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明确了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及分工等。 

 

据悉，实景三维作为真实、立体、时序化反映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时空信息，

是国家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人机兼容、物联感知、泛在服务”实现数字空

间与现实空间的实时关联互通，为数字中国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是数

字政府、数字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生产要素。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是面向新时期

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定位、新需求，对传统基础测绘

业务的转型升级，是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模式，已经纳入“十四五”自

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2/t20220228_2729491.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2-28          作者：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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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13. 住建部定调今年楼市调控 四方面保证“房住不炒” 

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以来，“房住不炒”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 2 月 24 日国新办召开

的“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发布会上，住建部明确表态，2022 年调控政

策还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加强预期引导，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其中，保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和精准性；坚决有力处

置个别企业项目逾期交付风险；持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整治与规范，成为保证

“房住不炒”的四个工作重点和举措。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25/content_8788582.htm 

来源：北京商报          2022-02-25 

 

14. 防风险、稳增长、促改革 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权威发布） 

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

要领域。2 月 24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

关情况。 

 

今年力争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240 万套（间），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40个重点城市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94.2万套、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开工

49.2 万户、排查整治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隐患 77 万个……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部长王蒙徽列出了 2021 年住建领域的发展“成绩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25/content_8788669.htm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22-02-25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25/content_8788582.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2/25/content_8788669.htm


 

    

15. 住建部：2022 年从七个方面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2 月 24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主任李晓龙指出，我国城

市发展进入到了城市更新重要时期，标志就是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

量结构并重，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决策部署以来，我们主要是通过政策制定、底线管控、试点示范等方式，指导各地稳

妥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231 

来源：中国网           20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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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探讨 

16. 甄峰：加快智慧城市群建设，助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01 从智慧城市到智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关于智慧城市的理解，早些年前比较关注 ICT 的“硬”领域，如建筑、能源网络等，近

几年开始专注于 ICT 在“软”领域应用，如教育、文化等。本质上智慧城市有两种主流

方法： 

 

1）以技术和 ICT 为导向的方法； 

 

2）以人为本的方法。 

 

ITU（2016）在分析了大约 120 个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全面的定义：“智慧可持续城

市是一个创新型城市，它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和其他手段来提高生活质量、城市运营和服

务效率以及竞争力，同时确保它满足今世后代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及文化方面的需要。”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241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2-02-28           

作者：甄峰（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委会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教授） 

 

17. 明责任控风险 保障购房人利益——聚焦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新规“五大亮点”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新规于日前出台。新规有哪些亮点？出台背景如何？对房地产市场

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针对这些问题，业内权威专家学者对新规进行了深度分析解读。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241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说，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新规首次从全国层面作出统一安排、

确定监管机制，能够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规范开发商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为房地产市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创造条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6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8          作者：王优玲 

 

18. 新老基建协同发力 投资规模再创新高 

日前，各地重大项目投资清单陆续出炉，明确今年重点投资领域及投资规模，勾画出新

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吹响建设“冲锋号”。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之下，建筑业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梳理 2022年各地发布的重大项目清单发现，多地政府投资力度较去年明显加大，以高质

量的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7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8         作者：程晓丽  

       

19. 感受智慧工地的“天赋异禀” 

全流程 BIM 建造技术，让建筑有了“孪生兄弟”，可实现工程可视化，并具备调节、管

理功能；防水防渗的“双重玻璃罩”，一旦产生裂缝，可第一时间自行愈合“伤口”……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滨江地下环路项目现场，人们感受到了智慧工地的“天赋异禀”。 

 

已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的武昌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二期）工程 EPC 一标段项目，

可谓“大腹便便”，其南至武车一路、北至徐家棚大街以北，建设内容包括 3 公里主线

及匝道，19个地块车库接口，串联 2.3万个停车泊位，有 13条匝道连接地面市政道路。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6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74.html


 

建成后，将串联起周边大型商圈、住宅、公共人行步道和停车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交

通“大根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8          作者：胡蔓 曾莉 张婵娟 

 

20. 培育智能建造新业态新模式 

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冰立方”“冰丝带”“雪飞天”“雪如意”等极具科技感

和中国风的冬奥场馆成为本届冬奥会的一大亮点。这些场馆在建设和改造的过程中，践

行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充分应用智能建造和装配式技术，很好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实现了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既集中体现了我国工程建设水平，也有力展示了智

能建造和装配式建筑广阔的发展前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7/2585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7          作者：高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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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闻 

21. 今年全市建设用地计划供应 3710 公顷 

中新网北京新闻 2月 28日电 (记者 陈杭)北京 2022年度计划安排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3710

公顷，与 2021 年持平。中心城区的供应比例总体保持在 20%左右，重点向城市副中心

和多点地区倾斜，供应比例不低于 60%。 

 

这是记者 28 日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获悉的。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 2022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下

称供地计划)已于日前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并发布实施。北京市 2022 年度计划安排建设用

地供应总量 3710 公顷，与 2021 年持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22/0228/85318.html 

来源：中新网北京         2022-02-28           

 

22. 上海机场联络线车站建设开启“加速度” 

近日，上海两大机场间“交通线”——上海机场联络线建设正持续全面推进。在机场联

络线 6 标三林南站 700 多米长的施工现场，施工车辆来来往往，大型吊机起吊着各种材

料和设备；而地下，多台挖掘机正“埋头苦干”，向最深处 42.5 米的目标挖掘…… 

 

三林南站占地面积 20685.8 平方米，为地下 4 层车站，是机场联络线中最大的一座车站。

车站长度为 667 米，宽度从 13 米至 63 米，呈西宽东窄的梭形。 

 

目前，工程正处于基坑开挖阶段，整个基坑自西向东分为 3 个开挖区。眼下正在开挖的

是 1 号区和 3 号区，开挖深度从 36.3 米至 42.5 米，也是上海轨道交通项目中开挖最深

的车站之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22/0228/8531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7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8          作者：李继成 

 

23. 2030 年上海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设计之都” 

近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 9 部门印发《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

的若干意见》，明确到 2030 年上海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设计之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5/2563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2-23          作者：丁艳彬 

 

24. 香港机场管理局将在东莞设立香港国际机场物流园 

2 月 23 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 2022 至 2023 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

案。陈茂波宣布，“未来基金”对“香港增长组合”的分配增加 100 亿港元，其中 50

亿港元用作成立聚焦大湾区投资机会的“大湾区投资基金”。 

 

陈茂波指出，为了进一步为大湾区提供优质便捷的货运服务，香港机场管理局（下称

“机管局”）将在东莞设立上游“香港国际机场物流园”，及在香港机场设立“空侧海

空联运货运码头”，让内地出口货物可在预先完成安检后无缝运达，再利用香港的国际

航空网络，无需重复安检程序直接转运到世界各地。国际空运货物亦可套用上述相反路

线进口内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364.html 

来源：南方+                        2022-02-28     

 

25. 深圳已建成超 70 个直升机起降点 助力大湾区形成 15 分钟经济生活圈 

从深圳盐田区的东部通用航空盐田直升机运营基地乘坐直升机，乘客只需花费 10 分钟

的时间就可到达福田中心区大中华楼顶的候机厅。开车的话，这段 30 公里左右的路程，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28/2587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5/25636.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364.html


 

在上下班高峰期大约需要 1 小时。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的《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

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特别措施》）明确提出，要放宽航空领域准入

限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空域管理试点。今年全国两会前夕，部分在深全国人大代

表和省人大代表一起来到东部通用航空盐田直升机运营基地，就推动《特别措施》中的

意见落地开展调研。代表们认为，在深圳先行先试开展融合空域城市空中交通运营试点，

打造全新城市交通出行方式，这将有效缩短大湾区各城市间的空间距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377.html 

来源：南方+                        2022-02-28 

 

26. 香港已正式提交加入 RCEP 的申请 

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署长卢世雄 21 日在出席一个线上研讨会时透露，特区政府已在

今年 1 月中旬正式提交了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申请，约 18

个月后加入。 

 

RCEP现有 15个成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5国以及东盟 10国。

卢世雄指出，目前香港与 RCEP 经济体的贸易总额达 9626 亿美元，服务总额 1030 亿美

元，相当于香港贸易总额的 60%，加入 RCEP 不仅有利于香港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会为

中小企业带来商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5900.html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2-02-24            

 

27. 广东财政加大对“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财政保障力度 

近年来，广东财政深入落实“1+1+9”工作部署，紧紧抓住“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

合作区建设重大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高对“双区”和两个合作区的财政保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377.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5900.html


 

障力度，通过“四个强化”，贯彻落实“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充分

释放“四个效应”，助力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一、强化财税政策衔接实施，充分释放利好叠加和人才集聚效应。一是突出人才机制健

全发展。全面落实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补贴申请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对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负超过 15%部分免征。二是突出

财税政策协同落实。持续深化粤港澳三地财税制度衔接，指导合作区进一步落实落细企

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探索建立合作区收益共享机制。研究制定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争取合作区内实现除有明确规定不予免（保）税的货物

及物品外，其他货物及物品免（保）税进入的“零关税”区，并争取中央支持在广州南

沙、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施优惠财税政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44197.html 

来源：广东省财政厅官网         2022-02-23          

  

28. 深圳发布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 打造“全球 12 小时”航空出行圈 

2 月 23 日，《深圳市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发布。《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深圳基本形成“全球 12 小时”航空出行圈，共建“湾区 1 小时、内湾半小

时”交通圈，基本建成“开放畅达、立体融合、低碳智慧、安全宜行”的交通强国城市

范例。 

 

打造都市圈“2+2”机场群体系 

 

打造全球湾区核心枢纽海港。深圳探索创新前海枢纽港、深港组合港、湾区港口群、国

际港口链“四港联动”模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049.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44197.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049.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2-24 

 

2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十字门隧道主体贯通 通车后横琴至珠海湾仔约 2 分钟可达 

2 月 23 日，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十字门隧道工程盾构机穿越马骝

洲水道，到达珠海湾仔侧接收井，这标志着该隧道工程实现主体贯通，整体工程预计于

2023 年中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从横琴金融岛至珠海湾仔区域约两分钟可达，将极

大缓解横琴大桥的交通压力，提升合作区对外通行能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777056.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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