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7 月 26 日 -8 月 1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印发实施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十四五”全

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期间统筹推进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作出全面系统安排。《规划》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

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行动和保障措施，

以指导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健康有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1/2838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2-08-01          

 

2.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系列专家解读之一|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 推动城

镇化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施，1.3 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

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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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 年）》圆满收官。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十四五”新型城镇

化实施方案》印发，在全面研判未来城镇化趋势特点的基础上，明确了“十四五”时期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为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全面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的趋势特点 

 

在新起点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认清我国城镇化面临怎样的趋势，需要破解怎样的问题。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1/28382.html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30%，进入 30%—70%的快速发展区

间。2010年后，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到 2020年达到 63.89%，年均增速

达到 1.39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特别是近些年以来，新增农民工规模增速逐步下降，

城镇化增速放缓趋势逐步显现。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的中后期，城镇化发展

趋势具有两方面特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0.html 

来源：规划司                  2022-07-28          

 

3.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系列专家解读之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

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提升城镇化质量、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客观要求，也是

稳定城市产业工人队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现实

需要，还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畅通城乡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1.3 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21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46.7%；另一方面,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范围和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或政府购买学

位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 90.9%，城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与此

同时，目前仍有 2 亿多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他们尚未全面享有与当地居

民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仍需持续有序推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1.html 

来源：规划司                  2022-07-28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0.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1.html


 

 

4.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系列专家解读之三|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 

推动“十四五”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标志，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十三五”

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2”城市群主体形态更加定型，“两

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科学把握“十四五”时

期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机遇动力基础上，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优化城镇化空

间布局和形态的方向重点，将有力支撑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分类推动城市群发展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三五”以来，城市群规划编制实施，一体化发展

机制不断完善，城市群内向集聚与外向带动的双重作用持续增强。目前，19 个城市群

集聚了全国 70%以上的人口和 80%以上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支

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同时，受地理区位、资源环境禀赋、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等客观

条件影响，不同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和一体化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高端要素持续集聚，是提升我国全球资源配置力的主要载体。成渝、长江

中游城市群逐渐成长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

平原、北部湾城市群承载和集聚能力不断增强，但一体化发展水平与整体竞争力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

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周边多是生态地区、农业地区或边境地区，需要积极引导人口适度

集聚，提升整体安全水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2.html 

来源：规划司                  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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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系列专家解读之四|推进新型城市建设，让城市

更加宜居宜业 

经国务院批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对

“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作出了系统安排，这是贯彻落实《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的重大举措。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 64.7%，进入城镇

化发展中后期，城市发展必须由“外延式扩张”为主向“内涵式发展”为主转变，既要

解决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突出短板风险，也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品

质化需求。为此，《实施方案》就推进新型城市建设作出专门部署，强调要坚持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

人文城市。 

 

一、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 

 

宜居城市集中体现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施方案》牢牢抓住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提出了增加普惠便捷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市政公用设施、

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完善城市住房体系等宜居城市建设重点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3.html 

来源：规划司                  2022-07-28    

 

6.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系列专家解读之五|加快构建“十四五”城乡融

合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十三五”时期，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扎实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比由“十二五”末的

2.73 下降到“十三五”末的 2.56。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已具备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条件。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

实施方案》就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设置专篇，强调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县域为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3.html


 

基本单元、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突破口，逐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为加快构建“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指明了具体路径。 

 

一、推动先进要素向农村流动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重

点要改变资源由农村单向流出的局面，引导先进要素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4.html 

来源：规划司                  2022-07-28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负责同志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

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第十九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国

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部署，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审计署、广电总局、国

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 13 部门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

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

1117 号，以下简称《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负责同志就《意见》有关情况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招标投标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国有资金使用效益，

预防惩治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执行《招标投标法》及配套

法规规章，全社会依法招标投标意识不断增强，招标投标活动不断规范，在维护国家利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7/t20220728_1332354.html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8/t20220801_1332508.html 

来源：法规司                  2022-08-01 

 

8. 明确建筑区划红线内的建设安装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三部门印发通知 水电气暖领域

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启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水电气暖领

域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对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开展自

查自纠，推动各项降费减负政策落到实处，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 

 

通知明确了清理规范建筑区划红线外接入工程收费、清理规范建筑区划红线内有关收费、

清理取消已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收费、清理规范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清理规

范其他不合理收费 5 项自查自纠重点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8/2835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28         作者：宗边 

 

9. 1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的意见》 推进农村“生活服务圈”

建设 

为加强农村地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能力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近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6 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的意见》。意见明确，加快推进入户道路建设，方

便群众出行、消防救援；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8/t20220801_133250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8/28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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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28         作者：宗边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开征求意见《城镇道路路面技术标准》拟出台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的

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起

草了国家标准《城镇道路路面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于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6 日。 

 

标准包括“总则，术语、符号和代号，基本规定，垫层和基层，沥青路面，水泥混凝土

路面，砌块路面，桥面与隧道铺装，路面排水”9 项主要技术内容，适用于新建、扩建

和改建各等级城镇道路路面工程设计、施工与验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6/2831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26         作者：宗边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64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6/28317.html


 

新闻/动态 

11. 堵住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漏洞 

当前个别城市出现房地产项目延期交付的情况，关于商品房预售制度是否应该取消的讨

论声再起。商品房预售制需要购房者先支付购房款，待住房建完后再向购房者交付。过

去 20 年，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预售制缩短了房企资金回笼周期和

住房交付周期，支撑了房地产行业的高周转。然而，个别预售房地产项目交付时也出现

房屋质量欠佳、项目烂尾等问题。预售制到底该不该取消，不妨我们先看看海内外商品

房预售制的有关做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27/content_8846177.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2022-07-27          

 

12. 中央定调下半年房地产市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8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

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29/content_8846881.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07-29        

 

13. 国务院同意建立这一制度，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01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此次一并公布的《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显示，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27/content_8846177.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7/29/content_8846881.htm


 

会议制度，旨在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主要有四方面职责：推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统筹数字

经济发展工作，研究和协调数字经济领域重大问题，指导落实数字经济发展重大任务并

开展推进情况评估，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制定数字化转型、促进大数据发展、

“互联网+”行动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规划和政策，组织提出并督促落实数字经济发展

年度重点工作，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制度、机制、标准规范等建设；统筹推动数字经济重

大工程和试点示范，加强与有关地方、行业数字经济协调推进工作机制的沟通联系，强

化与各类示范区、试验区协同联动，协调推进数字经济领域重大政策实施，组织探索适

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98 

来源：综合中国政府网、中国证券报         2022-07-28      

 

14. 加强黑土耕地保护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为贯彻落实 8 月 1 日施行的《黑土地保护法》有关规定，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黑土耕地保护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等四省（区）自然资源厅围绕开展黑土耕地调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黑

土耕地的特殊管控、从严控制建设项目占用、严格落实占补平衡、加强监督执法、严格

落实保护责任等六个方面，切实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810 

来源：自然资源部网站    2022-08-0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98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810


 

聚焦/探讨       

15. 中规智库|《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解读发布 

7 月 2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百度地图联合发布《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选取 44 个中国主要城市，汇聚 9000 万人的职住通勤数据，用通勤时

间、通勤空间、通勤交通三个方面的 9 项指标，呈现中国城市职住空间与通勤特征的变

化。《报告》特别增加通勤青年章节，挖掘青年人群的通勤特征、职住选择以及对住房

保障的需求，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供素材与思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9/283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29  

   

16. 让设计创意无限传承——广联达高级副总裁云浪生谈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 

“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龙头。推进建筑业系统性数字化建设，设计数字化转型是关键中的

关键。”广联达高级副总裁云浪生表示，“针对行业发展痛点，广联达在自主知识产权

的图形平台基础上，打造了数维设计产品，赋能设计行业全面转型。” 

 

找准痛点破解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难点 

 

当前，建筑项目规模大型化、总承包一体化、技术工艺复杂化和产业分工专业化趋势逐

步确立，客观上要求工程建设管理系统化、科学化、市场化。这种形势下的数字化转型，

本质上是用户需求驱动的战略性业务转型，数据必须贯穿建筑全生命周期，这要求设计

行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积极转型。基于此，云浪生认为，目前，设计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必须突破痛点，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从工具化思维走向数据思维、从数据孤岛走

向数字孪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6/2830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9/2837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6/2830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18       

作者：云浪生（广联达高级副总裁）        

 

17. 一“图”全览 品细致之美——苏州市姑苏区强化古城保护信息平台建设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和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蕴藏着城市的独特韵

味，承载着历史文脉与城市记忆。 

 

为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利用古城保

护信息平台，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用数字孪生、物联网、云计算、实景三维、大

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搭建的信息化平台，成为古城保护的“大脑”，将成为古城管理、

保护和开发、利用及提供决策服务的重要支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7/2832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27         作者：谢詹文 

       

18. 面向高质量空间治理的社区智慧化数据库构建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上只有 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 2014 年，城市化水平达到

54%，联合国预计到 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到 66%[1]。作为人、建筑、基础设施

和资源的动态集群[2]，城市系统面临着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压力[3]。针对工业化与城市

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过度集中、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1965 年日本政府提出

“广域生活圈”概念。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15 分钟社区生活圈”。2018 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施行的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以下简称《标准》）突出能够在居

民适宜步行时间内满足其生活服务需求[4]。鉴于城市中心区建成环境复杂、利益主体

多元、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及提升的可利用存量空间有限[5]等现实困境，有必要探索如

何科学盘点区域内外资源，构建社区生活圈数据库，为促进社区生活圈建设提供一个有

助于科学规划与高效管理的支持工具。（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7/28328.html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WUYYmhVDH0WfdjPus_rWQ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2-08-01       

作者：孟蕾（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9. 推进系统性数字化建设 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

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建筑业应当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性、系统性和长期性，行业企业必

须加快推进系统性数字化建设，提升“中国建造”核心竞争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WUYYmhVDH0WfdjPus_rWQ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2-07-26      作者：谈建  

https://mp.weixin.qq.com/s/HWUYYmhVDH0WfdjPus_rWQ
https://mp.weixin.qq.com/s/HWUYYmhVDH0WfdjPus_rWQ


 

地方新闻    

20. 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首次审议 

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腾退后，有望依规划发展租赁住房和便民服务；危楼改造后，

或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作为共有产权住房；老楼加装电梯，受益业主应分担相关建设运

维费用……以法治力量护航城市更新迈出坚实一步。 

 

7 月 27 日上午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对《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

（草案）》进行首次审议。条例草案提出，本市城市更新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增建，

优先补齐公共设施短板，同时聚焦民生保障，针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平房院落修

缮利用、危旧楼房改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补充便民服务设施等更新事项，明确了实

施路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801 

来源：北京日报         2022-07-28    

 

21. 《上海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正式发布 

近日，上海市文物局编制印发了《上海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分为发展形势、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四个部分，设置

了 7 类 27 个发展指标，明确了 8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 8 个相关专项行动，呈现 4 大亮

点，包括提供科技赋能文物保护的“上海经验”、推动实施让文物“活起来”的“上海

实践”、打造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上海方案”以及建立文物领域交流互鉴的“上海模

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95 

来源：看看新闻         2022-07-28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80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2795


 

22. 上海落实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日前，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明确进一步落实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强化建筑工

人实名制数据录入全覆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8/2837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7-28  作者：丁艳彬 

 

23. 新进展！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西四指廊工程钢结构网架屋面完成首次提升 

7 月 30 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西四指廊主楼钢屋盖网架提升四区顺利完

成首次提升，标志着西四指廊主楼钢结构施工已全面步入正轨，这也是白云机场三期扩

建工程首个钢结构提升的工程。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是广东机场集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广东省委

“1+1+9”工作部署，助力构建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的一项重点工程，

是推动广东民航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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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网          2022-08-01 

 

24. 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破土动工 将建 60 万平方米“超级工厂 

“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工！”7 月 30 日上午，一声令下，大湾区医疗器

械生物医药产业园正式动工开建。项目建成后将为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企业高标准打造

约 60 万平方米的“超级工厂”。 

 

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坐落黄金内湾，坐享粤港澳一小时交通圈，位于

城市主干路金唐路旁，5 分钟可畅连粤西沿海高速，是珠海高新区两年谋划建设的 30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7/28/28372.html
http://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万平方米“5.0 产业新空间”的重点项目之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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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           2022-08-01 

 

25. 香港公布 2022 年授勋名单 获授勋衔和嘉奖人数为特区成立以来最多 

香港特区政府 27 日公布 2022 年授勋名单。今年获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颁授勋衔和嘉奖人士的总数为 889 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最多的一年。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今年获授勋衔及嘉奖的人士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背景，为香港在

不同范畴作出重大贡献，惠及社会各个领域。他们当中有 607人获特区行政长官社区服

务奖状或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其中 493人是因为参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获得表扬

的社会人士和公职人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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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网           2022-07-28 

 

26. 全国首批！16 名港澳工程人才获颁内地职称证书 

7 月 27 日，广州南沙区为 16 名港澳人才颁发职称证书，这是内地首批获得职称证书的

港澳工程人才。据悉，取得职称证书的港澳人才在内地承接和开展建筑工程项目时，将

享有与内地工程师相同的资质和待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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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           2022-0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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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HKIS-Official  

微信名﹕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 QQ 群聊（只供会员加入）  

群号﹕113919687 

群聊名称﹕香港测量师学会   

香港测量师学会腾讯视频  

名称﹕香港测量师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