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4 月 19 日-4 月 25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地名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国际交往的需要，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名包括： 

（一）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二）行政区划名称； 

（三）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 

（四）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地名称； 

（五）街路巷名称； 

（六）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 

（七）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气象等设施名称； 

（八）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4/21/content_5686491.htm 

来源：国务院         2022-04-2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4/21/content_5686491.htm


 

2. 《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发布 

为准确认定、及时消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有效防范

和遏制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标准》）。 

 

《标准》所称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

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标准》适用于判定新建、扩建、改建、拆除房屋市政工程的生

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施工安全监督机

构，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依照《标准》判定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4/2682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24         作者：支安 

  

3.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以下简称《标准》）。为方便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建设参建各

方主体更好地理解掌握《标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有关负责同志

进行了解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4/2682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24         作者：支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4/2682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4/26828.html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通知要求做好 2022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

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做好 2022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工作（以下简称“示范工作”）。 

 

通知指出，根据《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的通知》，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组织专家评审并向社

会公示，确定北京市门头沟区等 40 个县（市、区）为 2022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以下简称“示范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19/2674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19         作者：宗边 

    

5. 第二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申报启动 

商务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 10 部门日前发布通知，第二批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开始申报。本次申报原则和条件、流程、内容等仍按照 2021 年印

发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方案》有关要求执行，各有关部门应于 5 月 30

日前报送试点申报地区的方案、附表、地方政策文件等汇编材料，10 部门组织专家联

合评审后将择优确定试点地区名单。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开展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满足便利消费的有力举措，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人

民幸福指数的民心工程，是推动零售、餐饮等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具体行动。要高度重

视，多措并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统筹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与社区

商业网点协调发展，促进各类服务设施功能差异互补，内容衔接配套。（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4/2682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19/2674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4/268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24         作者：宗边 

 

6. 巩固提升整治成效 全面推进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深

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攻坚战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是在我国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对全面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再动员和再部署，

旨在全力推进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确保全面打赢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19/2674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19         作者：唐建国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19/26747.html


 

新闻/动态  

7. “三调”数据上线“国土调查云” 

近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成果数据正式上线“国土调查云”平

台。更新后的“国土调查云”进一步丰富了业务数据内容，为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提

供了“三调”等数据的即时查询、在线监管及相关共享应用服务，可以有效辅助国土调

查、建设用地审查报批、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整治、“三区三线”划定、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等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4/t20220420_2734467.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0         作者：焦思颖 

                       

8.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三份技术文件印发 

为扎实推进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5－7）。

据悉，这 3 份文件归属于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系列，为“采集处

理类”技术文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4/t20220425_2734837.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5        作者：赵玲玲  

 

9. 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用 AI 解读自然 

为更好地服务国土空间开发与用途管制等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近年来，自然资源部第三

地理信息制图院深耕智能遥感解译技术，研发了一套智能化生产系统——自然资源深

度学习遥感智能解译平台。该平台利用空间信息、人工智能（AI）等先进技术，将调查

监测工作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可以大幅缩短遥感影像解译周期，提高解译精准度，

减少人工工作量，提高生产效率 40%左右。目前，这套生产系统已应用到国土利用动

态全覆盖遥感监测、地理国情监测等多个国家级、省级重大工程。（部分节选）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4/t20220420_2734467.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4/t20220425_2734837.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5_273485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5        作者：李灵 范亚军 董先敏  

 

10. 我国主导制定的地理信息国际标准发布 

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地理信息影像传感器的地理定位模型第 3 部分：实现

模式》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标准编号为 ISO/TS 19130-3:2022。 

 

据了解，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将更多的中国地理信息优势技术推向国际，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理信息和遥感关键国际标准研究”课题的支撑下，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 ISO/TC 211 国内技术归口办公室组织清华大学等单位开展了 ISO 19130-3

的研制工作。该标准项目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研究员白玉琪博士负责，来自中国、

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的专家共同参与完成。（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5_2734857.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5        作者：郭建坤 温婧 

 

11.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印发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将受益 

为了规范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近日，财政

部与住建部印发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严禁将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挪作他用。 

 

《办法》指出，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城镇居民保障基本居住

需求、改善居住条件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补助资金实施期限至 2025 年，其

中，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政策执行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部分节

选）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5_2734856.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5_2734857.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4/24/content_8811722.htm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中国消费网      2022-04-24   作者：孙蔚  

 

12. LPR 连续 3 个月持平 但银行贷款利率有下调空间 

4 月 20 日，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出炉。据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2 年 4 月 20 日，1 年期 LPR 为 3.7%，5 年期以

上 LPR 为 4.6%。两个品种 LPR 均与上月持平，截至本次报价，LPR 已连续 3 个月维持

不变。 

 

实际上，在 4月 15日央行宣布降准后，市场对于本月 LPR是否将调整格外关注。对于本

期 LPR 保持不变，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降准确实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引导 LPR 下行，但本次降准力度并不足以触发 LPR 的最小调整步长(5 个基

点)。虽然 LPR 保持不变，但短期内企业贷款利率还将延续下行走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4/21/content_8810572.htm 

来源：证券日报网           2022-04-20          作者：刘 琪 

 

13. 4 月份已有超 30 个城市调整房地产政策 专家预计部分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有望降至

4.6% 

为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多城相继调整房地产政策，且这一势头在 4 月份明显加速。

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年内已有超 80城发布了相关政策。仅 4月份以来，就

有 30 余个城市因城施策，调整房地产政策。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预计二季度楼市调控政策将继续保持

较为宽松的主基调，在下调房贷利率以及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实现

保障刚需和改善需求的目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4/24/content_8811722.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4/21/content_8810572.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4/25/content_8812136.htm 

来源：证券日报网           2022-04-25          作者：杜雨萌 

 

14. 前 3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0.7%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3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7765 亿元，同比增长

0.7%。其中，住宅投资 20761 亿元，增长 0.7%。 

 

1~3 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0625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其中，住

宅施工面积 569045 万平方米，增长 1.1%。房屋新开工面积 29838 万平方米，下降

17.5%。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21558 万平方米，下降 20.3%。房屋竣工面积 16929

万平方米，下降 11.5%。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12323 万平方米，下降 11.3%。（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0/2678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20         作者：宗边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4/25/content_8812136.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0/26780.html


 

聚焦/探讨    

15. 突破体系构建瓶颈 强化核心能力建设 

•专家： 

 

雄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 张文成 

 

•观点： 

 

●基于 CIM 的智慧城市建设及相关应用场景的体系构建已从打通数据来源、强化数据治

理综合能力等方面逐步突破发展瓶颈； 

 

●CIM 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还需持续强化物联感知操作能力、全要素数字化表达能力

和可视化呈现能力等 6 种核心能力。 

 

根据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社区管理、应急安全等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CIM

（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动态接入或建设各类智慧应用场景，在不同业务中保障信息

精度一致性与数据时效性，使得城市运营管理更高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19/2673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19       作者：张文成 

 

16. 新华社重磅文章：当前中国经济十问 

4 月 18 日，中国经济首季报出炉。一季度，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主要指标增速基本

稳定，发展质量效益有所提高，开局总体平稳。但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国内疫情近期多

发，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19/26739.html


 

经济形势怎么看、就业压力如何解、产业链供应链如何稳、小微企业困难如何破……新华

社记者梳理当前中国经济十大关切问题，采访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进行解答。（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450 

来源：新华网         2022-04-19 

      

17. 范恒山：深度分析武汉城市圈独特优势和重大使命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

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武汉、

长株潭、郑州、合肥等都市圈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 

 

重大国家战略，直接“点名”武汉城市圈。多项机遇叠加，肩负使命重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462 

来源：湖北日报      2022-04-20 

作者：范恒山（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办

公室原副主任） 

 

18. AI 超拟真有声书《智能交通》上线 

4 月 21 日，世界读书日前夕，AI 超拟真有声书《智能交通》在喜马拉雅 APP 上线。这

部音频作品基于百度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所作《智能交通：影响人类未来 10—40 年的

重大变革》一书，使用李彦宏约 300 句公开语音数据，通过 AIGC（AI 自动生成内容）

技术创作生成。《智能交通》有声书共分 86 集，首日上线 21 集，后续每天更新 2 集，

用户在百度搜索“智能交通有声书”可直接收听。（部分节选）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450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462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1/2679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21      

 

19. 我国基本形成北斗卫星导航产业体系 - “十四五”将推动北斗应用深度融入国民经

济发展全局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4月 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经过

27 年的建设，目前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体系已基本形成。 

 

据介绍，目前我国在轨服务的北斗卫星共计 45 颗，空间和地面基础设施均已形成较为完

备的服务能力，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产业应用初具规模，海外市场拓展取得积极成效。

据有关机构统计，截至“十三五”末，我国卫星导航产业规模超过 4000亿元。（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0_2734473.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0  作者：王瑜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1/26791.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0_2734473.html


 

地方新闻     

20. 北京森林防火卫星遥感监测预警平台启用 

日前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针对春耕生产、市民春季踏青旅游、清明祭扫等易造

成森林火情的严峻形势，首都全面布防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启用北京市森林防火卫星遥

感监测预警平台。随着平台的正式运行，北京已形成覆盖全域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

视频监控、瞭望塔、防火检查站“五位一体”监控体系，全市森林火情监测预警能力全

面提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0_273447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0        作者：周楚军 段金平 

 

21. 为特定群体提供更多选择空间 北京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标准 

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整体规

划、配套设施、单体设计、室内装修等提出了基本要求，鼓励开发建设单位在此基础上

根据实际需求提高建设品质。 

 

在类型方面，《导则》将保障性租赁住房分为了供家庭租赁使用的住宅型，有集中管理

且供企事业单位等单身职工租赁使用的宿舍型，有集中管理运营且供本市各类人才租赁

的、独立或半独立居住使用的公寓型，并对这三种租赁住房在配套设施、套型面积、居

室配置、车位配比等方面制定了不同标准。其中，公寓型租赁住房是在《关于集中式租

赁住房建设适用标准的通知》关于住宅型、宿舍型租赁住房分类的基础上，增加符合北

京特点的、当前已大量建设运行的一类租赁住房。《导则》首次提出并明确了其定义及

建筑类型。该类租赁住房具有鲜明的北京特色，也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提供了更多

的租房选择空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6/26840.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4/t20220420_273447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4/26/2684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4-21          作者：江程 

 

22. 重庆推出城市更新规划设计导则 

近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发《重庆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

则》），旨在充分发挥规划设计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提升城市品质。 

 

《导则》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强调，三个思维，四类特色”提出规划指引。“一个中

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贴近百姓需求，促进共建共治共享。“两个强调”即强调城

市更新规划设计方案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和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方案。“三个

思维”即系统思维、导向思维和底线思维。“四类特色”指的是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商

业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四类最具代表性的更新区域类型，针对不同的现状特征、资

源禀赋及存在问题，分类提出各具特色的规划设计导则。（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473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4-24          作者：刘抒  

 

23. 南京正式进入城市更新时代！试点方案今天发布 

4 月 25 日下午，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刚刚印发的《南京市城市更新试点实施方案》。作为首个指

导我市城市更新工作的系统性文件，试点方案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预示着南京正式

进入了城市更新时代。（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481 

来源：南京日报        2022-04-25          作者：记者 何钢 通讯员 宁建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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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珠海发布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月 24 日，珠海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发布《关于坚持“产业第一”加快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及系列配套措施，明确了“十四五”珠海工业发展路线图。 

 

到 2025 年，珠海全市工业总产值要突破一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

低于 40%，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低于 30%；全市新增 15家

以上百亿级制造业企业，上市企业超过 50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4000 家。（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574.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4-25 

  

25. 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在穗举行 加强粤港澳三地法律规则衔接 

4 月 23 日，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案例研讨会以在线形式在广州举行。广东、香港、澳门

的法官和律师分别按各自诉讼程序，对一宗跨境买卖合同纠纷进行了模拟庭审，并就跨

境商事纠纷诉讼规则衔接问题进行了专业研讨。 

 

本次研讨会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

政司、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联合举办。这次模拟庭审案例涉及跨境提交证据的审查、

域外法律的查明以及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等内容。来自最高人民法院以及粤港澳三地法

官、律师代表，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的学者，分别围绕

“管辖冲突与协调”“证据规则比较与借鉴”“域外法查明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559.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4-25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574.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559.html


 

26. 黄茅海大桥和高栏港大桥建设进展顺利 5 座塔柱“节节高” 

日前从黄茅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了解到，黄茅海跨海通道关键控制性工程——黄茅海大

桥、高栏港大桥建设进展顺利，目前两座主桥的 5 座塔柱“节节高”，总浇筑量已完成

逾 1/4，明年年中可以实现封顶。 

 

记者了解到，目前黄茅海大桥中塔进展最快，该塔柱共分 45 节，已完成至第 9 节；西

塔完成至第 8节，东塔完成至第 4节。高栏港大桥主墩东塔完成至第 4节，西塔完成至

第 3 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5481.html 

来源：江门日报        2022-04-21 

 

27. 粤港深度合作园规划获批 

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枢纽区块）规划获批，规划有技工学校 1 所、港人子弟学校 1 所、

幼儿园 4 所。 

 

近日，《粤港深度合作园（庆盛枢纽区块）（南沙区DC0302规划管理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获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受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批准，正式实施。 

 

该片区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北部庆盛枢纽区块，东至庆盛大道，西临京珠高速，

北接东涌大道支线（清水湾大道），南到广深港高铁，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63.28 公顷。

片区有广州地铁 4 号线经过，北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5781.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4-20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5481.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5781.html


 

28. 珠海机场新航站楼“湾区之翼”雏形初现 

4 月 20 日，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工地现场，随着对讲机传来“提升高度 14 米到

位！”的报告声，意味着 T2 航站楼主楼工程 20500 平方米，重达 2360 吨的屋面钢结

构网架顺利完成整体提升，标志着航站楼主楼整个钢结构屋面全部单元提升到位，是

T2 航站楼屋面网架整体提升完成的关键一环。 

 

“湾区之翼”网架基本定位成型，“碧波银贝”的动感造型展现在大众视野。 

 

“此次提升是 T2 航站楼网架提升难度最大的一个片区，整个主楼屋面网架是双曲面造

型，双曲面的最大矢高达 4.2 米，整体走向是中部高东西两侧低。为适应这一造型特点，

项目采用分区累计提升的施工工艺，避免了搭设操作平台，极大地减少了支撑胎架的用

量，加快了施工进度。”中建二局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生产经理高全龙介绍道。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030.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4-21 

 

29. 省统计局发布一季度经济运行简况：广东一季度 GDP 超 2.8 万亿元 

4 月 23 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根据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广东地区生产总值为 28498.79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76.15亿元，增长 6.7%；第二产业增加值 10920.95亿

元，增长 4.8%；第三产业增加值 16601.69 亿元，增长 2.1%。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6.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货物进出口总额

1.84万亿元，同比增长0.6%；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0.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030.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896359.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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