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8 月 30 日 -9 月 12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通用规范》明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公告，批准《民用建筑通用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为国家

标准，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明确，《规范》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部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规定与《规范》不一致的，以《规范》的规定为准。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30/2891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30  作者：边际    

 

2. 七部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提出赋能城乡绿

色智慧发展要求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信息通信

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管理机制基本完善，节能减排取得重点突破，行业整体资源

利用效率明显提升，单位信息流量综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 20%，单位电信业务总量

综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 15%。（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30/2891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30  作者：宗边 

  

3. 十三部门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养老托育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 承租国有房屋的可免除租金到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3 部门日前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30/2891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30/28919.html


 

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房租减免、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金融支持等方面

提出一揽子政策措施。 

 

《措施》明确，养老服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养老托育服务机构”）属于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范畴、承租国有房屋的，一律免除租金到 2022 年年底。其中承租国有

经营用房的，各地区可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台进一步减免措施。教育、科研等系统的有关单位

和机构出租房屋的，鼓励其对养老托育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租金减免。出租人减

免租金的可按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减免养老托育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承租人房屋租金的出租人，鼓励国有银行按照其资质水平和风险水平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

款等支持。因减免租金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业绩的，在考核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可。（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31/2893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30  作者：宗边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业务档案管理标准》今年 12 月起实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公告，批准《住房公积金业务档案管理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为行业标准，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标准》主要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形成与收集、整理与归档、保管与保护、鉴定与

销毁、利用与开发、统计与移交、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纸质档案数字化 11 项内容，适用

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的住房公积金业务档案管理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1/2898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01  作者：边际 

 

5. 国家标准《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今年 12 月起实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公告，批准《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8/31/2893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1/28983.html


 

为国家标准，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范》同时废

止。 

 

《标准》主要包括总则、术语、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车辆、防灾、节能、环境保护与景观

等 24 项技术内容，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 100 公里每小时的跨座式单轨交通新建、扩

建、改建工程的设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1/2900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01  作者：边际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专家审查意见 

按照《行政许可法》及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近期申请建设

工程企业资质的申报材料组织了专家审查，现将专家审查意见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http://www.mohurd.gov.cn）予以公示，以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企业申报材料中的人员、

代表工程业绩等详细情况，可通过点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行

政审批专栏→资质申报基本信息公示”进行查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2/29011.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09-02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公示 2022 年度第一批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完成了

2022 年度第一批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的审查工作。 

 

现将通过审查的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见附件）予以公示，公示日期截止到 2022 年 9

月 16 日。（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1/2900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2/29011.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7/29103.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09-08 

 

 国家标准《邮政和快递设施工程术语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9 年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

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起草了国家标准《邮政和快递设施工

程术语标准（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5 日。 

 

据介绍，该标准共分为 6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包括总则、基本术语、收寄设施工程、内部处

理设施工程、投递设施工程、其他场所设施工程等内容，适用于邮政和快递行业设施工程的

规划、设计、施工、维护、管理、科研及相关领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12/2918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12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7/29103.html


 

新闻/动态 

9.8. 各地房地产纾困稳保政策加速落地 专家：三季度末楼市有望出现趋势性回暖势头 

各地加速落地房地产纾困稳保政策，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信心和活力恢复。 

 

自 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首次提出“保交楼”以来，8 月 19 日，

南宁成立平稳房地产基金，首期规模 30 亿元，将围绕“保交楼、稳民生”开展工作；8 月 25

日，绍兴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攻坚行动工作专班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称，绍兴

正在谋划设立一个房地产稳保基金，计划通过“国企出资+金融机构并购贷款”方式，推动整

体项目前行，正在前期调研中……（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9/01/content_8856834.htm 

来源：证券日报网    2022-09-01  作者：记者 杜雨萌  韩昱  

 

10.9. 报告：8 月中国新房找房热度环比微涨 0.2% 

58 同城、安居客 2 日发布的 2022 年《8 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显示，2022 年 8 月中国新

房找房热度总体保持平稳，热度环比微涨 0.2%。 

 

报告指出，当月，一线城市新房找房热度环比下跌 0.8%，其中北京找房热度环比上涨 5.1%。

二线城市新房找房热度环比上涨 0.7%。三四线重点城市新房找房热度环比下跌 0.8%。（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9/05/content_8857835.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09-05  作者：记者 庞无忌  

 

11.10. 2022 年 8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发布，建筑业保持较快扩张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2 年 8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情况。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

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8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6%，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9/01/content_8856834.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9/05/content_8857835.htm


 

仍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连续三个月保持恢复性扩张。建筑业保持较快扩张。建筑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6.5%，低于上月 2.7 个百分点，仍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建筑业生产活动继续扩张。

从行业情况看，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7.1%，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

别升至 55.5%和 64.1%，表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保持较快施工进程，市场需求继续回升，企

业对近期发展预期向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7/29102.html 

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022-09-08 

 

12.11.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为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提供测绘应急保障 

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根据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

司统一部署，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立即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紧急开展灾前专题地图的编制

工作。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09/t20220908_2758678.html 

来源：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2022-09-08 

 作者：彭云璐 

 

13.12. 超 24 城推“一人买房全家帮” 地方“一城一策”或继续深化 

作为公积金政策优化的重点，“一人买房全家帮”这一措施正被全国多个城市推广。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超 24 个城市推出该项措施，以三四线城市为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9/09/content_8859719.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09-09  作者：记者 杜雨萌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7/29102.html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09/t20220908_2758678.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09/09/content_8859719.htm


 

聚焦/探讨  

14.13. 中国建科：争做碳中和时代的绿色建筑“主力军” 

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机器人、智慧城市运营系统……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

“服贸会”）现场，建筑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成果展示让人眼前一亮。 

 

为充分展示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中国建科”）在绿色建筑、城市管理、垃圾处理、

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技术，中国建科携所属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

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

计顾问有限公司、建科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所属中城

院（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集体亮相本届服贸会“碳中和绿色技术”专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8/29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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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用数字化设计开启“智造”未来 

深圳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所

有新建工程项目全面实施 BIM 技术应用；浙江省推动建设“浙里建”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

字化管理场景，强化设计责任全程追溯；重庆市应用数字化设计，在老旧建筑物改造项目中

利用倾斜摄影+三维激光点云扫描实景建模技术，准确、完整地反映建筑物现状……近年来，

各地积极探索以 BIM 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设计之路，通过对建筑工程物理特征信息的数字化

承载和可视化表达，有效支撑了工程建设全过程、全参与方的信息共享，为发展智能建造奠

定了坚实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5/2905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05  作者：李榕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8/29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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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 创新智能建造技术 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存在发展粗放、劳动生产率低、建筑品

质不高、工程耐久性不足、能源与资源消耗大、劳动力日益短缺、科技水平不高等问题。为

此，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5/2905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05  作者：周绪红 刘界鹏       

 

17.16. 各地建筑机器人崭露头角 开辟智能建造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建筑业转型升级，“智能建造”成为热词，建筑机器人开始从概念变为现实，

并逐渐商用，在全国各地建筑工地显“身手”。 

 

建筑机器人的实际应用情况如何？能否进行大范围推广应用？近日，中国建设报记者赴上海、

河南、重庆、黑龙江、广西等多地进行调研。 

 

早在 2020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3 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多次提到推进建筑机器人应用。建筑机器人真正登上建筑工地舞台

则是在 2021 年。2021 年 2 月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同意开展智能建造试点的

函》，确定全国 7 个项目开展智能建造试点工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6/290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8-26  

作者：陈飞燕 丁艳彬 刘强 郭春光 陈斌 刘参昌 

 

18.17.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加快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部分试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经验综

述 

在厦门东山变进出线二期综合管廊项目施工现场，顶管机有序掘进，一个个预制管节送入井

中，一辆辆渣土车穿梭不停。作为国内第一批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城市之一，厦门目前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5/2905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6/29075.html


 

已建在建管廊达 170 公里，其中投入运营干支线综合管廊 80 公里，开工在建干支线综合管

廊 90 公里，在建管廊项目总投资超 70 亿元。 

 

作为当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之一，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是持续优化投资

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今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

布《“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建设，

提高管线建设体系化水平和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在城市老旧管网改造等工作中协同推进综合

管廊建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8/2912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08  作者：程晓丽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8/29129.html


 

地方新闻      

19.18. 北京“十四五”期间将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40 万套（间）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40 万套（间），公租房、共有产权住房

各6万套，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地占住房用地比重分别不低于15%、

10%和 15%。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日前公布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住房保障规

划》披露了这一发展目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7/2908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07  作者：郭宇靖   

   

20.19. “堵点”变“亮点” 上海长宁这个老旧小区正在大变样 

创造空间新增居民活动场所、整合需求优化小区整体环境……随着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精

品小区建设工程的有序推进，新泾二村这个始建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正在大变样，

逐渐成为居民交口称赞的美丽家园。 

 

新泾二村始建于 1984 年，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共有 858 户居民，38 个门洞。2020 年年末，

新泾二村着手推进精品小区建设工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8/291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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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 广州：打造国家文化中心城市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和魂。广州将深入实施“八大行动”，全力支持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

省人民艺术中心、广州国家版本馆等重大项目建设，抓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市“三馆一

院”建设运营管理。 

 

党的十九大以来，广州大力建设文化强市，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文化事业改革

发展取得扎实成效。文化魅力日益彰显，文化服务优质高效，产业实力稳步壮大，城市形象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7/2908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08/29140.html


 

更加鲜亮。踏上新征程，广州将深刻感悟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建

设文化强市的历史自觉，全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打响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创

新文化四大品牌，加快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974.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9-09 

 

22.21. 《横琴方案》发布一周年： 打造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横琴示范 

横琴合作区管理机构顺利揭牌运作、澳资企业总数近 5000 户、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

1000 多名澳门专业人士获跨境执业资格、超 7.4 万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与澳门一水

一桥之隔的横琴，不断奏响粤澳和鸣的崭新乐章。（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458.html 

来源：南方网              2022-09-06    

 

23.22. 前海：充分释放扩区新动能 展现深港合作新作为 

2021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方案》，面积扩大 8 倍的前海再次迎来新机遇。一年来，前海叠加推进“物理扩区”和“政

策扩区”，围绕创业、就业、科创、金融等各方面，为港人港企在前海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充分释放扩区新动能、展现深港合作新作为。 

 

城区形态，总是一个区域发展最为明显的变化。过去几年，前海是高分卫星持续观察到的中国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最大的区域之一。相比不断被改写的城市“天际线”，数据的变化更有说服

力：2021 年，扩区后的前海合作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755.7 亿元，同比增长 10.5%。生机

勃勃的发展态势背后，是不断走向深入的深港合作。（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656.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974.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458.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656.html


 

来源：广东广播电视台        2022-09-07   

     

24.23. 13 条规划地铁新线详细站点首次公开 深圳都市圈将实现一小时通达 

9 月 5 日，《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五期建设规划（2023—2028 年）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公示》发布，详细公布了 13 条规划地铁新线的具体走向和站点设置，新线规模约 226.8 公

里。 

 

环评公示指出，深圳轨道交通发展目标是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深莞惠中心区之间 60 分

钟通达，临深片区与深圳中心区 60 分钟通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19788.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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