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6 月 28 日 -7 月 4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 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 8 月 1 日起提高至 80% 

近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提高建设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建设工

程进度款支付应不低于已完成工程价款的 80%；同时，在确保不超出工程总概（预）

算以及工程决（结）算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下，除按合同约定保留不超过工程价款总额

3%的质量保证金外，进度款支付比例可由发承包双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在

结算过程中，若发生进度款支付超出实际已完成工程价款的情况，承包单位应按规定在

结算后 30 日内向发包单位返还多收到的工程进度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04/2789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04         作者：宗边 

 

2. 五部门：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经营场所不得设在居民楼内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

的通知。 

 

通知提出，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消

防安全要求；应当常态化开展火灾风险自知、自查、自改，提高紧急情况下的组织疏散

逃生和初起火灾扑救能力，切实履行安全提示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增强安全防范意

识，保障安全运营。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设在居民楼内、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04/27896.html


 

地下一层）等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8/27796.html 

来源：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2022-06-28 

 

3. 四部门联合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近日，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同意，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明确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和

保障措施。 

 

力争到本世纪中叶，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全面形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拥有黄河天然生态廊道和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重

要生态功能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6/t20220630_2740850.html 

来源：人民日报             2022-06-3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8/27796.html
http://www.mnr.gov.cn/dt/ywbb/202206/t20220630_2740850.html


 

新闻/动态    

4. 国家统计局披露第七次人口普查分项数据：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 41 平方米 

中国网地产讯 近日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发布《全国新房市场月报》。报告指出，今年

地产支持性政策呈现逐月陡增趋势，5 月放松性政策达 140 余次，较 4 月数量翻倍。宏

观层面围绕着刺激经济，发挥金融支持作用的中央各类表态更为频繁。信贷政策及公积

金支持政策在各地运用作为广泛，有 50%以上的省市地方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各地的

放松力度在 5 月份持续加大，尤其是多种渠道对限购政策进行松绑。在预售资金监管上

徐州等少部分城市因城施策适当放松；在限购、限售等政策上本月苏州、武汉等强二线

城市实施放松，具有较大影响。本月恰逢毕业季来临，无锡、日照等多地购房补贴等政

策加强力度加入“抢人大战”。总体来看本月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性政策迎来井喷之势。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8/2779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6-28        作者：王建业       

 

5.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地理信息安全技术工委会成立 

日前，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地理信息安全技术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会”）成

立大会召开。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出席会议并致辞。（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6/t20220630_274089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6-30         作者：吕苑鹃  

 

6. 三部门发布 2021 年住房公积金年度“账单”—— 缴存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了！这项过去主要面向公务员、企事业

单位职工等人员的制度，正逐步向灵活就业人员敞开。从 2021 年开始，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在重庆、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常州 6 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

金制度试点。根据《苏州市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实施细则》，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8/27795.html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6/t20220630_2740892.html


 

自 2021 年 4 月起，苏州大市范围内正常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参照企业全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常熟市莫城街道圣西家服装商行法人及雇工两个人成为最先“吃

螃蟹的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01/content_8839325.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2022-07-01         作者：记者 亢 舒 

 

7. 上半年中国百强房企业绩同比降近五成 千亿房企数量减半 

中指研究院 7 月 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额均值为 356.4 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下降 48.6%。 

 

业绩普遍下滑的同时，中指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主管王琳当日表示，上半年千亿房企

数量大幅缩减。销售额破千亿元的房企仅 9 家，较去年同期(19 家)减少 10 家；百亿房

企 85 家，较去年同期(132 家)减少 47 家。 

 

6 月份，房企销售有所改善，王琳指出，相较 1-5 月，上半年房企销售同比降幅小幅收

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04/content_8839620.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07-04          作者：记者  庞无忌 

 

8. 自然资源部：各地加速布局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记者昨天（29 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全面

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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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三维中国也为数字中国提供了统一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01/content_8839325.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04/content_8839620.htm


 

是数字政府、数字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生产要素。（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67&id=10231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2-06-30 

 

  

http://www.csgpc.org/bencandy.php?fid=167&id=10231


 

聚焦/探讨      

9. 一键响应 闻“汛”而动——看各地如何筑牢防汛智慧屏障 

当前正值汛期，湖北、河南、浙江等地积极强化汛期城市监测体系，建立防汛应急机制，

赋予防汛工作更多“智慧”。 

 

智慧平台助力排水防涝可视化 

 

亮点 

 

排水防涝信息化平台的上线，基本实现了全市排水监管数据的标准统一、多部门关联数

据的实时共享和市区两级排水业务的信息化覆盖，逐步实现城市防洪应急调度的“时效

性、可视性、智能性、共享性”目标，为城市防汛工作建立了贯穿汛前、汛中、汛后全

流程的业务支撑系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9/2781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6-29        作者：何舒             

 

10. 韧性视角下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以南京市线路新村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城市的系统复杂性和应对外部扰动的不确定

性日益加剧，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大大增加了城市治理和健康运行

的难度，但安全、稳定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环境。2020

年在应对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我国对社区这一城市基础空间单元施行了有效而系统的管

控策略，构筑起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起到了很好控制疫情、阻断传染的作用，这一

现象进一步引起了整个规划届对于社区这一空间单元和韧性议题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nDZUYnBv-84GzwdWYlqKw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9/2781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snDZUYnBv-84GzwdWYlqKw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2-07-04          

作者：王强（华中科技大学张梦洁），张梦洁（华中科技大学），项宏艳（南京工业大

学） 

 

11. 王伟强：城市更新的低碳问题要看全生命周期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城市更新成为“十四五”期间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的主要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主张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参与国际碳减排，自“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提出以来，全社会全行业参与其中，减排目标和路线图陆续出炉。面对碳减排的现

实挑战，中国的城市更新行动需要积极探索“双碳”实现路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01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2-06-30          

作者：王伟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12. 整合资源 片区“共管”——广州云苑景泰片区破解老旧小区无物业管理难题观察 

老旧小区缺失物业服务是城市治理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苑景

泰片区通过运用片区“共管”理念，将六个小区整合共管，打破传统管理壁垒，挖掘片

区可利用资源，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实现片区的全方位升级，让居民住得更安心、更舒

心、更有归属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8/2779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6-28   作者：粤言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01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8/27794.html


 

地方新闻   

13. 《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北京试点实施方案》通过评审 

6 月 22 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评审通过了《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北

京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据了解，自 2021 年 6 月 15 日获批成为国家新型基础测绘建设试点城市以来，北京市高

度重视并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将试点项目纳入北京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列入《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2022年任务清单》，并作为督办事项，每季度向市政

府上报进度。 

 

根据《方案》，北京试点结合智慧城市“一张图”、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一张图”，

形成“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围绕首都高质量发展对基础测绘的需求，北京市将初步

建立“实景三维、分类分级、按需服务、众源更新”的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在产品体系、

技术体系、生产组织体系和政策标准体系中开展创新实践；初步形成全市动态更新的多

精度、多粒度、分等级的“实景三维北京”，构建权威的智慧城市“一张图”通用地图，

提供统一定位基准和编码服务，大幅提升地理空间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服务功能。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6/t20220628_274006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6-28         作者：吕苑鹃 

   

14. 《上海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发展报告（2022）》发布 

《上海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发展报告（2022）》日前正式对外发布。 

 

报告指出，2021 年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在“发展”方面，突出重大工程建设、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上海经济稳增长以及重大国

家战略落实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民生”方面，突出六大“民心工程”落实人民城市

http://www.mnr.gov.cn/dt/ch/202206/t20220628_2740066.html


 

建设成效。在“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智慧治理以及环境治理、

风险防控和综合执法。在“保障”方面，继续深化落实部市合作协议，通过法规建设、

科技创新和审批改革等为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事业发展提供保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01/2788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01        作者：丁艳彬         

 

15. 【大湾区 大平台】粤澳齐心向未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南方网推出“大湾区 大平台”系列报道，展现重大合作平

台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突出成效。今天，我们推出该系列报道第二篇《粤澳齐

心向未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敬请关注。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下称“横琴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21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为新发展阶段横琴建设擘画美好蓝图、

指明前进方向。 

 

横琴合作区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全力推进重大政策、重大平台、

重点项目落地落实，释放横琴合作区发展动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一季度横琴合

作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01.6亿元，增速高于全国、全省。“1+1+1+N”重大政策加快

落地，在合作区生活的澳门居民、发展的澳门企业和人才数量稳步增长，合作区成立至

今年 3 月底，新增澳资企业 365 户，总数达到 4820 户；超 7.4 万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

就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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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网           2022-06-3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01/27880.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2.html


 

16. 粤港贸易迈向高质量发展 

25 年来，粤港经贸往来更加紧密，贸易增速明显加快。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29 日发布数

据显示，香港回归以来，粤港贸易规模从 1997 年的 2798.5 亿元人民币增至 2021 年的

1.17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1%，两地贸易规模是 1997 年的约 4 倍。 

 

粤港贸易结构日益优化 

 

香港回归以来，粤港贸易结构日益优化。海关数据显示，广东对香港以保税物流方式进

出口从 1997年的 48.3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2816.4亿元，年均增速达 18.5%，占粤港

贸易比重由 1997 年的 1.7%提升至 2021 年的 24.2%。（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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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6-30   

  

17. 深圳发布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划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发布《深圳市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明确到 2035年，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成效

更加显著，实现数字化到智能化的飞跃，全面支撑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

为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全球数字先锋城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6/29/2780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6-29  作者：申雯  

 

 

18. 前海：释放扩区“新动能” 提升深港合作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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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前海开发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改革开放重

大举措。前海始终牢记嘱托，“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精耕细作，精雕细

琢，一张白纸，从零开始，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打造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 

 

去年 9 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下称《前海方案》）

正式发布，面积扩大 8 倍的前海再次迎来新机遇，正叠加推进“物理扩区”和“政策扩

区”，全面深化前海改革开放实现良好开局。 

 

数据显示，2017—2021 年，原前海合作区范围税收收入年均增速达到 19.7%；实际利

用外资和实际利用港资均大幅增长，仅 2021 年就分别同比增长 25.2%和 33%。累计注

册港资企业 1.19 万家，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关联度最高、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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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6-30   

      

19.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南沙方案》新闻发布会 举全市之力把宏伟蓝图细化为路线

图、任务书、时间表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下称《南

沙方案》）。6 月 29 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总体方案》新闻发布会，市政府、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金融局、南沙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永航在发布会上表示，将举全市之力推动《南沙方案》落地落

细落实，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制定“1+3”政策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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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是广州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主阵地。郭永航介绍，目前广州正抓紧制定“1+3”

政策体系，把《南沙方案》擘画的蓝图细化为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确保各项工作

有力有序有效落实。“1”是指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 1 份实施方案，“3”是指制定

实施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事项 3 份清单，具体包括 12 项重大政策、252 项重大事

项、60 项重大项目。（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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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6-30 

 

20. 软硬联通并举 心手相牵共筑 粤港澳大湾区崛起世界级城市群 

伶仃洋上，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深中通道传来捷报——项目沉管隧道东侧最后一节

管节（E24）绞移出坞。茫茫碧海上，港珠澳大桥蜿蜒绵亘。环顾大湾区，覆盖 11 个

城市、辐射内陆腹地的立体交通网络正越织越密。 

 

深圳河畔，福田区南园小学的英语教师黄晓蕾带领学生做游戏。作为首批被事业单位编

制内岗位聘用的香港青年，她说：“我当老师的梦想终于实现。”跟随姐姐的脚步，弟

弟黄奕贤通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来到前海，投身创新创业服务，找到所长所爱。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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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7-01 

 

21. 香港创新力量与大湾区产业链优势互补 东方之珠迈步科创新里程 

6 月 30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下，

前往香港科学园考察，同在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科研人员、青年科创

企业代表等亲切交流。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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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学园由香港科技园公司负责管理营运，香港科技园公司是由特区政府设立的法定

机构，长期致力推动香港科创发展。截至 2021 年 3 月，园内共有 23 幢设备完善的大

楼，总楼面面积共 40 万平方米。科学园正在分阶段扩建，以增加研发空间。（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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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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