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8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关于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的工作方案 

一、实施对象范围 

（一）推动政府投资重点工程项目实施以工代赈。各地区、各部门在谋划实施政府投资

的重点工程项目时，要妥善处理好工程建设与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的关系，深刻把握

以工代赈政策初衷，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符合进度要求等前提下，按照“应用尽用、

能用尽用”的原则，结合当地群众务工需求，充分挖掘主体工程建设及附属临建、工地

服务保障、建后管护等方面用工潜力，在平衡好建筑行业劳动合同制用工和以工代赈劳

务用工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通过实施以工代赈帮助当地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就

业增收。鼓励非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积极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扩大就业容量。 

 

（二）明确实施以工代赈的建设领域和重点工程项目范围。交通领域主要包括高速铁路、

普速铁路、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沿边抵边公路，港航设

施，机场，综合交通和物流枢纽等。水利领域主要包括水库建设、大中型灌区新建和配

套改造、江河防洪治理等。能源领域主要包括电力、油气管道、可再生能源等。农业农

村领域主要包括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产业基础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城镇建设领域主要包括城市更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城市排水

防涝、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保障性住房、县城补短板强弱项、产业园区配套

基础设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旅游公共服务项目等。生态环境

领域主要包括造林绿化、沙化土地治理、退化草原治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综合治理、

河湖和湿地保护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水生态修复等。灾后恢复重建领域主要包括

基础设施恢复和加固、生产条件恢复、生活环境恢复等。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

深入研究制定各领域重点工程项目中能够实施以工代赈的建设任务和用工环节指导目录。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7/12/content_5700631.htm 

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2022-07-12         

 

2.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发布 提出完善城市住房体系等 40 余项措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 40 余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措施，包括完善城市住房体系、有序推进城市

更新改造、加大内涝治理力度等内容。 

 

方案指出，“十三五”以来，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超过 2300 万套，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超过 7000 公里，新型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城市内涝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城市燃气等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深

入推进，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 43%。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建立，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方案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健全市

政交通、市政管网、防洪排涝、防灾减灾设施，加强数字化改造，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推进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建设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加强低碳化改造，打造蓝

绿公共空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6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2        作者：宗边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负责同志就《“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答记者问 

一、请问出台《“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需求潜力所在，对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7/12/content_5700631.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68.html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

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近十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

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1.3 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

城镇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两横三纵”城

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基本确立。到 2021 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提高到 46.7%，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2.5，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动力依然较强，与此同时，城

镇化质量亟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动力和问题挑战并存。为推动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要

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

“十四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推动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12_1330374.html 

来源：规划司                  2022-07-12         

 

4. 促进乡村建设工匠队伍培育与规范管理 乡村建设工匠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以下简称“大典”）。 

 

据统计，新版大典包括大类 8 个、中类 79 个、小类 449 个、细类（职业）1636 个，

与 2015 年版大典相比，增加了法律事务及辅助人员等 4 个中类，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

员等 15 个小类，碳汇计量评估师等 155 个职业（含 2015 年版大典颁布后发布的新职

业）。其中，将乡村建设工匠这个“老行当”作为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并明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12_1330374.html


 

确了其职业定义、具体任务、主要工种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8/2813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2-07-05        作者：寸 振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城市内涝防治信息发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气象局三部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进

一步规范城市内涝防治信息发布等有关工作，发布城市内涝防治标准时不宜简单表述为

“×年一遇”。 

 

通知要求，各级气象部门在发布涉及城市排水防涝的预报预警和统计分析信息时，将明

确表述最大小时降雨量（毫米/小时）、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毫米/24 小时）、过程降

雨量（毫米）等。在发布面向公众的暴雨预警信号时，要公布蓝、黄、橙、红预警信号

等级所对应的降雨量及公众需采取的防范措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4/281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4        作者：宗边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方案 2030 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达到

峰值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

2030 年前，城乡建设领域碳排放达到峰值。 

 

方案提出，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严格既有建筑拆除管

理，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

原则上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 20%。盘活存量房屋，减少各类空置房。（部分节

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8/2813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4/2812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4/2810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4        作者：宗边 

 

7. 五部门部署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打零工”对促进大龄和困难人员就业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各地大力探

索推进零工市场建设，强化零工人员就业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更好地促进零工人

员实现就业，《意见》明确了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系列重点工作。一

是强化零工市场信息服务，建立零工求职招聘信息服务制度，将零工信息纳入公共就业

信息服务范围，广泛收集零工需求信息，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49.html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2022-07-12   

 

8. 《黄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公布 

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基本情况 

 

黄河横跨我国三级阶梯台地，在与巴颜喀拉山、贺兰山、阴山、秦岭、太行、嵩山、泰

山等山脉的不断碰撞中，塑造了我国北方地理的基本格局。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

发展的核心地区，在我国 5000 多年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国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关中、三晋、河洛、齐鲁等地域文化，分布有郑州、西安、

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九

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4/2810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49.html


 

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64 

来源：国家文物局                    2022-07-18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64


 

新闻/动态    

9.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 7月 15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2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56264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5%。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加大，经济发展

极不寻常，超预期突发因素带来严重冲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5/28128.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07-15        作者：魏玉坤 王悦阳 

 

10. 多个二三线城市首套房贷利率降至 4.25% 专家预计下半年房贷利率有望再下调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继 LPR调整加上监管部门调整首套房贷利率下限后，首套

房贷利率降至 4.25%的地区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 

 

记者近日从部分地区的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各地银行在执行 4.25%最低首套房贷

款利率也附加了条件，只有满足条件的客户才能享受最低利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14/content_8842729.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07-14        作者：记者 彭妍   

 

11. 国家统计局：6 月 70城房价环比总体趋稳 同比继续走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趋稳，环

比上涨城市个数增加，同比继续走低，同比上涨城市个数减少。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31 个和 21 个，比上月均增加 6 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5/28128.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14/content_8842729.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15/content_8843179.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07-15         

 

12. 房企上半年非银类融资 4825 亿元 海外债及信托融资大规模缩水 

偿债高峰期再度来临，债务违约事件仍时有发生，继续影响着房地产行业销售、开工以

及投资拿地等。债务违约引发的房企信用评级下调仍在持续，整体融资规模仍呈现下滑

态势。综合多家第三方机构的监测数据来看，2022 年上半年，房企合计融资额同比下滑

超过 50%。 

 

“上半年房地产行业整体融资环境仍难言显著改善。”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

师陈霄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主要受到投资人较为审慎、房企流动性压力犹存的

影响，大部分民营房企融资难度仍然较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13/content_8842479.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07-13        作者：记者 王丽新 

 

13.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2-2025 年）通过评审 

7 月 7 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召开评审会，通过《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2-

2025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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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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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07/t20220714_2742268.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7-14            作者：陆芬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15/content_8843179.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13/content_8842479.htm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07/t20220714_2742268.html


 

聚焦/探讨       

14. 运用智慧监管平台 建好地下综合管廊 

“健康管家”24 小时监测管廊运行状况，感温光纤实时感知管廊内的温度变化，遇异常

情况智慧系统自动报警……近年来，各地运用地下综合管廊综合管理平台，充分保障城市

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从“看不见”的地下综合管廊出发，保障城市安全，

打造城市“隐形地标”。 

 

建“小区”地下管线搬进“集体宿舍” 

 

地下综合管廊作为“看不见”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

目前，地下管线治理的难点在于，管线种类较多、线网密集、布局复杂，加上地下空间

开发程度高，建设工程规模大、数量多，保护范围广、难度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5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2         作者：葛詹文 

   

15. 绿城深耕住宅品质 坚守民生责任 

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已经步入“品质升级时代”，打造舒适、绿色、安全的高品质住

宅成为我国建筑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今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住

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发展规划》，提升住宅品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以提高住宅质

量和性能为导向，研究住宅品质提升技术。 

 

持续提升人居品质，改善人居环境，是当前和未来中国房地产的重要命题。多年以来，

绿城中国坚持“产品主义”、“品质为先”，不断深耕住宅品质，为行业作出引领性示

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8/2813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5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8/2813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8        作者：王雨泷        

 

16. 根源与创造：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御窑博物馆位于景德镇历史街区的中心，毗邻明清御窑遗址，地段周边环绕着不同年代

的建筑，从明、清、民国时代的老民居及私家民窑，到 1949年后建造的厂房，再到上世

纪 90 年代末的商品住宅，丰富多元的城市肌理，塑造了极其特殊的、厚重的地段环境。 

 

御窑博物馆项目由朱锫建筑设计事务所团队（以下简称“团队”）负责，最初建筑构思

基于根源性和当代性这两条线索展开。所谓根源性，是指一个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

气候特点，以及由此孕育出的特定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当代性是试图颠覆现有博物馆的

传统观念，创造一种崭新的博物馆经验。一方面，它是针对所谓“中国性和现代性”的

重新思考；另一方面，也是有关“自然建筑”理念的一次实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6/2566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05         

作者：朱锫（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朱锫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本文为

作者在第一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专项”获奖项目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常越整

理。）               

 

17. 治理规划 | 张京祥、蒋阳：场域视角下城市创意空间的生成与治理研究 ——基于杭

州中国网络作家村的实证 

告别要素驱动时代，文化创意经济的作用在我国被进一步强调，不仅仅作为城市更新的

可行方案，更被寄予了参与全球产业竞合的厚望。这引发了城市中创意空间的流行，它

一方面和“艺术家”“旧厂房”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自发的城市更新叙事，如

北京的 798 艺术区和上海的田子坊。另一方面又与政府主动的谋划不无关联，表现为各

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园区的建设热潮 [2]，但这也引起了对政府角色定位和对无序

增长的反思 [3，4]。研究学者对这些空间的生成演化和发展进行了制度性、空间性和社

会性的广泛探索 [5-8]，总体上强调多方协同治理和地方性创意氛围在空间建构中的重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2/16/25663.html


 

要性。而基于对园区、城市间关系的思考， 更多人意识到：创意活动并不是局限于园

区，而是直接与整个城市空间有关。这引发了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9]、创意社区

（Creative Community）[10] 和城市中各式各样创意活动（如创意市集）[11] 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些创意楼宇、创意园区，城市窗口街，以及数不清的文化和艺术场

所都可以算作城市的创意空间，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满足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创意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有助于创新者和其他创作者的工具”[12]。

有形的物质空间和无形的社会网络都只是创意过程的催化剂 [13]，创意行为从根本上是

协同效应（Synergy）和社交活动的产物，体现着创意个体的文化资本。（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9_JL5HPUDSGdYdMYHXYow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2-07-16        

作者：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

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蒋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https://mp.weixin.qq.com/s/t9_JL5HPUDSGdYdMYHXYow


 

地方新闻    

18. 首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举办 40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引入社会资本 

做好城市更新，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在论坛开幕式现场，北京城市更新联盟宣

告成立。该联盟是在城市更新专项小组指导下，由中国建设银行等 10 余家企业发起成

立，汇集了包括建筑施工、规划设计、咨询管理等领域的 100 余家成员单位。 

 

从论坛获悉，本市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实施的项目已达 40 个，形成了

“劲松模式”“首开经验”等成功案例。2021 年以来已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有 924

个，正在全面推进。此外，在历史文化街区，申请式退租已签约 4061 户、修缮 5100 户。 

 

论坛现场，多领域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进行现场签约。东城区皇城景山街区城市更新项目、

朝阳区国贸商圈三里屯太古里商圈提升项目、海淀区金隅自有用地统筹城市更新项目、

石景山区城市更新和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等 6 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超过 100 亿元。（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43 

来源：北京日报         2022-07-13  作者：记者 陈雪柠   

 

19. 2022 年上海第三批次集中供应楼盘公布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获悉，2022 年，上海市第三次集中批量供应房源共涉及

40 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36.1 万平方米，共 12585 套，备案均价 58586 元/平方米，

分布在浦东、静安、杨浦、闵行、宝山、嘉定、奉贤、松江、青浦、临港 10 个区域。 

 

备案均价在 6 万元/平方米以下的项目 24 个，面积占比约 61%；10 万元/平方米以上的

项目 5 个，面积占比约 12.2%。其中，续盘项目 21 个，新开楼盘 19 个，均参照周边同

品质项目备案均价核定。（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4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8/2815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8  作者：丁艳彬  

     

20. 上海打响“两旧一村”改造攻坚战 

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是困扰上海市多年的民生难题。截至去年年底，

上海市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还剩约 20万平方米、1.1万户需要改造，受疫情

影响，原计划于今年 4 月完成的改造按下暂停键。6 月以来，上海市创新工作方法，全

面加速推进改造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7 月底，上海市将全面完成成片二级旧里

改造工作。 

 

成片旧改加快收尾的同时，上海市零星旧改、旧住房成套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工作

也将迎来新进展、新突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6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8  作者：丁艳彬 

 

21. 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启用 全力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香港赤鱲角，一条全长 3800米、宽 60米的机场跑道直入伶仃洋深处。7月 8日上午，

一架隶属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飞机划破云层，于这条跑道平稳降落。自此，香港

国际机场正式进入“三跑道时代”。 

 

据香港机场管理局消息，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于 8 日正式启用，并将陆续安排航班在

第三跑道进行起降，让航空业界持份者有序熟悉相关运作程序。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

裁林天福表示，香港机场将以此为契机，主动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机遇，全力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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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8/2815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12/28060.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2.html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07-13 

 

22. 省委深改委部署出台《行动方案》 支持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建设“四个出新出彩”

示范区 

近日，广东省委深改委部署出台《关于支持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建设“四个出新出彩”

示范区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支持推动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包

括天河北、珠江新城、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广州国际金融城片区）打造成为

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示范

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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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7-13 

 

23.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主体建筑完工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由中建三局承建，目前主体建筑已完成施工。

该项目依托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的科研优势，以航空

轮胎动力学大科学装置为核心，建设与之配套的航空轮胎硬核科技中心和航空轮胎制造

试验基地。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由中建三局承建，目前主体建筑已完成施工。

该项目依托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的科研优势，以航空

轮胎动力学大科学装置为核心，建设与之配套的航空轮胎硬核科技中心和航空轮胎制造

试验基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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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网           202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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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释放扩区动能 提升开放能级 前海合作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 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成效

系列之二 

近年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把握“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

抓住“扩区”和“改革开放”两个重点，切实发挥好前海作为粤港澳合作发展重大平台

的作用，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推进合作区开发开放取得新进展。

2021 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5%，税收收入增长 13.7%。 

 

打造服务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桥头堡 

 

拓展香港服务业发展空间，推进深港合作重大平台建设，提供产业空间 82 万平方米，

已签约面积中港资企业占比 28%；加大支持港资企业力度，新出台产业政策对港企按

一般扶持标准的 1.2 倍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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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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