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5 月 10 日-5 月 16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当前，生命科学基础前沿研究持续活跃，生物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并加速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为人类应对生命健康、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挑战提供了

崭新的解决方案。“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

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规划和系统推进我国生物经济高质量发

展，经报请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生物经济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动力，以保护开发利用生

物资源为基础，以广泛深度融合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环保、材料等产业为

特征。《规划》明确，发展生物经济是顺应全球生物技术加速演进趋势、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向，是前瞻布局培育壮大生物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是满足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国家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5/t20220509_1324417.html 

来源：高技术司         2022-05-20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5/t20220509_1324417.html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印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

平（2022 年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煤炭消费转型

升级，助力推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和实现碳达峰目标，近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

源局印发通知，发布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 年

版）》。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对标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以及国家现行政策、

标准中先进能效指标值和最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等确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基

准水平参考国家现行标准中的准入值或限定值，以及国家政策文件明确的相关指标确定。

今后将适时补充完善和动态调整相关水平，建立包括能耗、物耗、水耗、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排放水平等在内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5/t20220510_1324495.html 

来源：运行局         2022-05-10 

 

3.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办法》 明确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适用范

围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所称补助资金，是指在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实施期内，中央财政设立用于支持地

方开展农村危房改造的转移支付资金。补助资金实施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满

前，财政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

组织开展绩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延续补助政策及延续期限。（部分节选）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5/t20220510_132449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4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1         作者：边际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规划》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印发《“十四五”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

展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稳步发展，规模持续扩大，效益

显著提高，勘察设计在工程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勘察设计相关法规制度不断

完善，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诚信体系初步建立，勘察设计质量得到充分保障。工程勘

察设计行业绿色化、工业化、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技术管理创新和综合服务能力不断

增强，标准化、集成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持续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完整居

住社区建设、乡村建设行动等工作任务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为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

特别是数字技术与建筑业广泛融合和深度渗透，为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力。全过程

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建筑师负责制等新模式快速发展，拓展了行业业务新空间。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行业转型升级提出新要

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要抓住新机遇，直面新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2/2706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2         作者：支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4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2/27061.html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通知要求 进一步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安全生产的十五条措施，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通知要求，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全面排查涉及燃气各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重点对燃气经营、餐饮等公共场所、老旧小

区、燃气工程、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摸清本地区

燃气安全总体情况，对排查出来的重大问题隐患要立行立改，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并固化

为法规制度，健全完善城镇燃气安全长效机制。继续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

造工作，按照“聚焦重点、安全第一，规划先行、系统治理，因地制宜、统筹施策，建

管并重、长效管理”的原则，在全面梳理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底数基础上，抓紧

规划部署，研究改造项目清单和分年度改造计划，梳理确定 2022 年更新改造计划及项

目清单，并科学有序推进实施，确保“十四五”期末基本完成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任

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4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1         作者：宗边 

 

6. 两部门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日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相关通知，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贷款购买普

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 个基点，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

执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6/27110.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05-16         作者：赵宇航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4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6/27110.html


 

                       

7. 2022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下达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通知，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预算，其中用于租赁住房保障 224.1 亿元、老旧小

区改造 307 亿元、棚户区改造 100 亿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2/2705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2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2/27059.html


 

新闻/动态  

8. 首套房贷利率 下限下调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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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6/2709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6         作者：吴雨 

 

9. 中国这十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经济和生

态文明领域建设与改革情况。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4 万亿

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 2012年 11.4%上升到 18%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25

万美元，接近了高收入国家门槛。这些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保持在

30%左右，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3/content_8818792.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05-13        记者：杜雨萌 包兴安 

 

10. 财政部：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5 月 12 日，第 25 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

议主要讨论了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形势、10+3 区域财金合作等议题，并发表了联合声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6/27093.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3/content_8818792.htm


 

明。 

 

会议认为，受益于域内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2021 年 10+3 区域

经济取得了约 6%的增长，预计 2022 年将继续复苏，但也面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

策超预期正常化、供应链紊乱、以及俄乌冲突影响外溢等下行风险。各方决心继续采取

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对新兴和成长型行业支持力度，推动经济可持续复苏；同时

积极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确保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有效防范下行风险和负面溢出效应。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3/content_8818794.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05-13   记者：包兴安  

 

11. 央行、银保监会宣布"降息"：首套房贷利率可低至 4.4% 

中国质量新闻网讯（高玉婷） 5 月 15 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布《关于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表示，对于贷款购买

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 个基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6/content_8819382.htm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022-05-16          作者：高玉婷 

 

12. 央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 

5 月 9 日，央行发布 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指出，下一阶段，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抓好已有金融纾

困政策落实，督促指导金融机构主动作为，精准发力，合理投放贷款，全力支持小微企

业纾困发展，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

业金融支持，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部分节选）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3/content_8818794.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6/content_8819382.htm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0/content_8817329.htm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022-05-10          作者：陈政 

 

13. 1 米 C-SAR 卫星 02 星载荷成像  

1 米 C-SAR 卫星 02 星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目前，卫星

与载荷状态正常，SAR（合成孔径雷达）载荷测试数据与首批数据经过国家卫星海洋应

用中心处理，初步分析质量良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5/t20220513_2735903.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5-13           作者：袁新哲 

 

14.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专家组成立  

5 月 6 日，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专家组启动会召开，数十位测绘领域专家齐聚线上，共商

如何更好凝聚智慧助力基础测绘转型升级和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战略研究，提升创新驱动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部成立了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专家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5/t20220516_2736043.html 

来源： 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5-16           作者：吕苑鹃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0/content_8817329.htm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5/t20220513_2735903.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5/t20220516_2736043.html


 

聚焦/探讨 

15. 绿色建筑节能水平不断提升 

公共建筑集多种“绿色功能”于一身，基础设施为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在各地城市

建设中，绿色早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任务，福建福州、北京通州等地正在扎实推进绿色建筑创建工作。 

 

建筑添“绿意”能耗做“减法” 

 

【绿色观察】 

在福州高新区乌龙江南大道上，有一栋造型别致、颜值颇高的白色建筑。作为福州城乡

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试点的“经典项目”之一，市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高新区院楼于

去年 9 月正式投用。大楼建筑面积超过 3.1 万平方米，里里外外都有浓浓的“绿意”。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1        作者：孙漫 阮冠达 王乙晴 李岳 

    

16. 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破解建筑业“技工荒” 

“最近这两年工人太难招了。”近日，一位建筑业企业负责人在微信朋友圈感叹道。 

 

近年来，建筑业面临“技工荒”，合适的工人“找不到、稳不住、留不下”是许多企业

的共同感受。日前，人社部公布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

职业排行。其中，焊工排名第 11 位，砌筑工排名第 79 位，建筑和市政设计工程技术人

员排名第 96 位。 

 

值得关注的是，与建筑业相关的多个技术性操作工种，如焊工、砌筑工、土木建筑工程

技术人员等已多次被列入紧缺职业。尤其是焊工，已连续七期上榜，且连续高居短缺行

业排名前列。（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27.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新闻网          2022-05-11        作者：程晓丽 

 

17. 胡双梅：综合平衡多元主体利益，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城市更新是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基于城市（城镇）已建设（开发利用）的土地及土地

上房屋（不动产）所附着的各种即有权利关系（满足特定利益而享有的权力和利益），

对因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价值进行的利益再分配并创造出新价值的过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uPagHGmKglnQmJ_Pe1vwoA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2-05-14 

作者：胡双梅 （ 成都市规划和资源资源局城市更新处处长） 

      

18.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迫切需要澄清认识误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自发布

以来，引起社会各界持续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意见》作为新时代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特点，必将对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要确保《意见》提出的各项政策取得实效，须全面领会文件精神，避免

片面理解和误读，深化对文件理念、原则、目标、重点举措和推进路径的认识，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有序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539 

来源：瞭望       2022-05-11 

作者： 刘志成 欧阳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2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PagHGmKglnQmJ_Pe1vwoA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539


 

地方新闻     

19. 北京市住建委：倡导暂停售楼处经纪机构等在 5 月 13 日至 15 日现场经营活动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网站披露，5月12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北

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行业疫情防控的通知》。 

 

通知显示，为落实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房地产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倡导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售楼处、经纪机构和租赁企业门店在 5月 13日至 5月 15日

期间，暂停现场经营活动，减少人员流动。 

 

二、严格执行属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三、督促从业人员落实核酸检测要求，安排好居家办公。 

 

四、各区住建（房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3/content_8818769.htm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022-05-13       作者：顾爱龙 

 

20. 《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 2022》显示：区域空间结构优化 产业协同有序推进 

前不久，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 2022》。该报告是北

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系列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群空间结构、产业协同发展、生

态环境治理、交通网络建设等方面评价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治理的成效。 

 

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改善 

 

北大首发院副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 2022》主编冯长春介绍，2015 年以来，京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5/13/content_8818769.htm


 

津冀区域空间格局逐步完善。 

 

“一核”首都核心功能优化提升。北京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其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显现。北京 GDP占区域 GDP比重不断提高，由 2015年的 33.18%上升为 2019

年的 41.82%。与此同时，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大城市病”问题初步得到缓解。 

 

“双城”联动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536 

来源：河北日报                   2022-05-10                作者：记者 米彦泽 

 

21. 成都发布“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成都市“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日前印发实施，明

确了“十四五”期间成都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泛在智能、集

约高效、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有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创新发展，成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重要支撑。《规划》围绕融合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

础设施三大领域，系统谋划了成都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路径，形成一系列任务体系。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0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5-11          作者：杨富  

 

22. 澳门全力推动旅游业稳步复苏 

这个“五一”假期，澳门迎来了久违的热闹。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4 月 30 日

至 5 月 4 日），澳门的入境总旅客达 13.7 万人次，酒店平均入住率为 59.5%，增幅显

著。假期首日更录得入境旅客约 4.2 万人次，创今年单日客量新高。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536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5/11/27000.html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将承接“五一”假期的良好客况，构思规划下半年的线下宣

传推广活动及旅游产品，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澳消费游览，促进旅游业复苏。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05-16           

 

23. 建设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获国家支持！大湾区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5 月 12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

—推进高质量发展 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专场。省商务厅厅长张劲松，省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黄华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梁勤儒，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吴东文，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袁伟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张劲松在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全省外贸进出口从 2016 年的 6.3 万亿元相继迈上 7 万

亿元、8 万亿元大台阶，实际使用外资从 1300 亿元突破到 1800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 3.5 万亿元跃升上 4 万亿元台阶。特别是 2021 年，三大指标创下历史新高、

实现快速增长，进出口达 8.27 万亿元、一年净增 1.2 万亿元、增速达 16.7%，实际使

用外资 1840 亿元、增长 13.8%，社消零 4.4 万亿元、增长 9.9%。（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来源： 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2022-05-13 

  

24. 实现“零距离”办理 “珠澳社保服务通”跨境服务澳门居民超 11万人次 

近日，记者从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自珠海创新推行“珠澳社保服务通”

以来，在澳门境内的珠海社保业务服务网点已达 73 个，累计为澳门居民提供社保办理

和咨询服务超 11 万人次，便利了澳门居民在珠海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实现待遇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零差距”、合作“零困难”、服务“零距离”、发卡“零等待”、办理“零跑腿”、

沟通“零障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来源： 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2022-05-13 

 

25. 清远规划实施八大交通重点工程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北缘门户枢纽城市 

日前印发的《清远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清远规划实施轨道交通工程、高速公路工程等八大重点工程，具体建

设项目 185 个，计划投资 1033.2 亿元，基本建成“三铁一通一航，六纵四横二联”综

合交通网络体系，推动清远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北缘门户枢纽城市。 

 

“十三五”期间，清远公路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为 2.05 万公里和 846.6 公里，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全省第三；建成广清城际广州北至清远段 19 公里，在建广清城际清远

至省职教城段，进一步形成广州与清远半小时通达时空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2.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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