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8 月 2 日 -8 月 22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

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和《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有关部署，夯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基础，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

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基本建立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衔接顺畅的部门协作机制，

初步建成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到 2025 年，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

系进一步完善，数据质量全面提高，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全面、科学、可靠数据支

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8/t20220819_1333211.html 

来源：环资司    2022-08-19 

 

2.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确定 北京等 60 个城市入选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北京市等 60 个

城市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通知要求，各城市要健全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因地制宜提升再生资源分拣加工利用

水平，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和再制造产业发展。重点建设规模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规范回收

站点和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要求的绿色分拣中心、交易中心，并将塑料废弃物、废

旧纺织品规范收集设施作为回收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有条件的城市还应建设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8/t20220819_1333211.html


 

一批可循环快递包装投放和回收设施。加强对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行业的提质改造和

环境监管，推动行业集聚化发展，做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拆解产物流向监管，改善行

业“散乱污”状况。（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3/2843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3         作者：边际    

 

3. 13 部门联合发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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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人不

得将中标项目转包、违法分包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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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当

前招标投标市场存在的招投标各方主体权责落实不到位，市场隐性壁垒和门槛尚未完全

消除，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有关部门及领导干部插手干预等违法违规行为

易发高发等突出问题，提出 5 方面 20 项具体举措。 

 

在强化招标人主体责任方面，《意见》提出了依法落实招标自主权等 9 条要求，强调不

得以违法形式规避招标、虚假招标，除特殊情形外，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应当实行全流程

电子化交易，严禁干扰或影响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公正独立评标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3/2843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3         作者：宗边 

 

4. 13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引导保障性租赁住房实

行简约环保基本装修 

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3 部门发布《关于促进绿色智

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开展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推进绿色智

能家电下乡、鼓励基本装修交房和家电租赁、实施家电售后服务提升行动、加强废旧家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3/2843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3/28434.html


 

电回收利用等 9 条具体措施。 

 

通知明确，各地要引导保障性租赁住房实行简约、环保的基本装修，鼓励配置基本家电

产品。积极开展家电租赁业务，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消费需求。开展智慧商圈、

智慧商店、绿色商场示范创建，扩大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提升绿色智能家电消

费体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9/2853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9         作者：宗边 

 

5. 四部门发布《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鼓励家居企业与房地产商深

度合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推进家居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家居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高质量产

品供给明显增加，同时明确在家居产业培育 50 个左右知名品牌，建立 500 家智能家居

体验中心，以高质量供给促进家居品牌品质消费。 

 

家居产业涵盖家用电器、家具、五金制品、照明电器等行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在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下，家居产业

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但也面临重点行业创新引领不足、质量精细化水平不高、智能

化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家居消费需求仍待进一步激发和释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0/2855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10         作者：边际  

 

6. 10 月起，多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电子

证照试运行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9/2853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0/28555.html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要求，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数字化水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

于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电子证照试运行

的通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3.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08-15   

 

7. 三部门联合印发方舱医院设计导则（试行）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

发方舱医院设计导则（试行）的通知》。 

 

方舱医院是快速、大量、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建筑及其配套设

施。为积极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指导方舱医院建设，构建平急结合的医

疗救治体系，做好新冠肺炎感染者分类救治，最大限度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制定

本设计导则。（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4.html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2022-08-15           

 

8. 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管理办法来了！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批复同意设立“全国无障碍建设示

范城市（县）”创建示范项目。为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要求，加强对创建

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活动的指导监督，规范申报与认定管理，近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与中国残联印发《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4.html


 

 

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的申报、认定、动态管理及复

查等工作。 

 

（二）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遵循自愿申报、自主创建、科学认定、动态

管理、持续建设和复查的原则。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负责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的申报与

认定管理工作，为创建工作提供政策指导，总结推广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模式。（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5.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08-15        

 

9. 多部门：建设农村公共厕所应避免重复建设、过度建设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部署要求，科学指导各地农村公共厕所的

建设和管理工作，不断增强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近日，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通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6/28654.html 

来源：农业农村部网站  2022-08-16      

 

10. 《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管理办法》印发 

为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要求，加强对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

活动的指导监督，规范申报与认定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日前印发《创建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6/28654.html


 

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适用于创建全

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的申报、认定、动态管理及复查等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6/2867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9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6/28670.html


 

新闻/动态    

11. 多部门联合发文要求 加强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 

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多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户外工作时间，尽量避开酷热时

段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休息时间和轮换班次，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4/2843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4         作者：宗边     

   

1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持续推动“口袋公园”建设每个省（区、市）力

争年内建成不少于 40个 

为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持续为群众办实事，推进2022年全国建设不少于1000

个城市“口袋公园”，促进解决群众身边公园绿化活动场地不足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推动“口袋公园”建设，要求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力

争 2022 年内建成不少于 40 个“口袋公园”。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

动场地，面积一般在 400 平方米至 1 万平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等。因

其小巧多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使用等特点，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0/2855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10         作者：宗边         

 

13.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 61.2亿元支持资金下达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4/2843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0/28556.html


 

财政部日前下达 2022 年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 61.2 亿元，用于支持“十四五”

第二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2/2859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12         作者：宗边      

       

14. 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态势趋缓 

8 月 15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 2022 年 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付凌晖说，今年以来各地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合理住房需

求，出台多项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态势趋缓。（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6.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08-16 

 

1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十四五”期间计划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870万套间 

8 月 1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

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精准实施购房租房倾

斜政策，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副司长潘伟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

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870 万套间，预计可帮助 2600 多万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

条件。（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2/2859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5/2862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7/28675.html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2022-08-17    

 

16. 多部门出台措施推进“保交楼、稳民生”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近日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

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部分房地产企业长期依赖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发展模式，在疫情冲击和市场下行

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销售回款不畅、新增融资受阻，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部分已售商

品住宅项目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工或逾期交付，损害购房人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20/28737.html 

来源：新华网       2022-08-20   

     

17. 统计局：前 7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9462亿元 

中国网地产讯 8 月 15 日，统计局发布 2022 年 1—7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数据。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 

 

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9462亿元，同比下降6.4%；其中，住宅投资60238

亿元，下降 5.8%。 

 

1—7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5919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7%。其中，

住宅施工面积 607029 万平方米，下降 3.8%。房屋新开工面积 76067 万平方米，下降

36.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55919 万平方米，下降 36.8%。房屋竣工面积 32028

万平方米，下降 23.3%。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23279 万平方米，下降 22.7%。（部分

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7/2867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20/28737.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8/16/content_8850744.htm 

来源：中国网地产      2022-08-16  

 

18. 央行再降息！首套房贷利率已低于 2009 年 楼市将如何走 

8 月 22 日，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出炉，一年期 LPR 下调至 3.65%，此

前为 3.70%；五年期 LPR 下调至 4.3%，此前为 4.45%。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调整为非对称降息，一年期 LPR 降低 5 个基点，而五年期 LPR 降

低了 15 个基点。这也是今年五年期 LPR 第三次调整，之前两次下调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1 月和 2022 年 5 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8/22/content_8852740.htm 

来源：才联社          2022-08-22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8/16/content_8850744.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8/22/content_8852740.htm


 

聚焦/探讨    

19. “智路OS”发布 聚焦开源开放 打造智能网联生态创新高地 

8 月 1 日，全球首个开源开放的智能网联路侧单元操作系统“智路 OS”正式发布，聚

焦开源开放，自主可控，将面向高级别自动驾驶和智慧交通的路侧 OS 核心技术彻底开

源，打造开源开放新底座，构建自主可控新高地，促进智能网联产业应用的多样化和规

模化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2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2 

 

20. 城市转型怎么办？《百度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书》详解城市转型新思路 

在新时期新阶段发展要求下，城市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与

内在要求。8月16日，百度智能云智慧城市与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编写的《百

度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正式发布，对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

工作阶段性成果进行理论沉淀，并对现有城市案例深入分析，给出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

新思路。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面临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也呈现出分级分类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白皮书》认为，新时期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包含六个方面：即应加快“数字底座”

升级，以“整体性变革”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以理念、机制、技术、要素、

应用的“全场景创新”，驱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生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7/2867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17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2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17/28673.html


 

21. 基建项目提速 投资力度加大——从“挖掘机指数”感受经济动能 

时值三伏，天气炎热。长沙高铁西站产业新城一期工程项目工地上，旋挖机、装载机穿

梭忙碌；新疆阿勒泰地区，近百名施工人员挥汗奋战，加紧推进 S319 线布尔津县至吉

木乃口岸公路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机器声轰鸣，数台挖掘机、装载机正挥动“手臂”开

挖土方，运输车辆来回穿梭清运土方，一派火热繁忙之景映入眼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1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02         作者：邹多为 白田田 关俏俏  

 

22. 多地再出新政 助推装配式建筑发展 

近期，喀什、洛阳、石家庄等地发布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优化产业

结构。部分地区提出到 2025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以上、新建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 50%的目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1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15         作者：纪沐辰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1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17.html


 

地方新闻    

23. 北京第三批集中供地实施限地价、控房价、提品质  

近日，北京发布了 2022 年度第三批次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共计 18 宗，用地规模

约 75 公顷，地上建筑规模约 148 万平方米。从公告项目及内容可以看出，北京第三批

次供地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实施限地价、控房价、提品质，把稳定房地产市场、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作为核心目标，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促进房地产市场

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1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22         作者：江程 

 

24. 上海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施工管理 

目前，上海已进入建筑工地施工生产的高峰期，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日前

发布关于《建筑工地进一步加强夜间施工管理的工作提示》（以下简称《提示》），进

一步加强建筑工地施工管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22/2875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22         作者：丁艳彬 

 

25. 广州：建设一流枢纽 激活湾区引擎 

近日，随着一根根高 30 余米的圆形灰色巨型立柱拔地而起，广州白云火车站正式宣告

完成一期工程主体部分施工，“云山珠水、木棉花开”的车站雏形初现。下半年以来，

广州在强化联通世界、通达全球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能级“硬连通”上持续发力。（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02/2841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22/28759.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3.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8-15 

 

26. 《南沙方案》出台后落成的首个重大项目！这所大学即将开学！ 

8 月 15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双统筹系列发布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相关情况。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马曙，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广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爽，广州大学党委

书记、校长魏明海，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香港科技大学候任校长叶玉如，广州南沙

区副区长欧阳健华出席发布会。（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3.html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2022-08-16 

 

27. 《广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印发 到 2025 年广佛地区生产总值将达 5

万亿元 

近日，《广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下称《规划》）正式印发，为“十四

五”时期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擘画崭新蓝图。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广佛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 5 万亿元左右，作为广州都市圈主引擎、粤港澳大湾区极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更加凸显。 

 

交通往来更加顺畅、产业发展更加协调、公共服务更加一体、同城化机制体制更加健

全……从“广佛同城”到“广佛全域同城”，广佛两市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区域整体

竞争力迈上新台阶。如今，广佛全域同城化迎来实现新跨越的新机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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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8-18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3.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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