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9 月 27 日 -10 月 10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 印发《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

方案》 

实施污泥无害化处理，推进资源化利用，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

印发《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国新增污泥（含水率 80%的湿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规

模不少于 2万吨/日，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达到 95%以上，

基本形成设施完备、运行安全、绿色低碳、监管有效的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体系。污泥土

地利用方式得到有效推广。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城市和县城，黄河干流沿线城市

污泥填埋比例明显降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9/t20220927_1337225.html 

来源：环资司           2022-09-27    

 

2. 重磅！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放宽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

住房信贷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年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

消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这一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支持城市政府“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当地政策范围内，银行和客户可协商确定具体的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

利率水平，有利于减少居民利息支出，更好地支持刚性住房需求。（部分节选）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09/t20220927_1337225.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67.html 

来源：人民网     2022-09-30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通知》 

近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主体的决策部署，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国家铁路局综合司、中国民用航空局

综合司联合印发《关于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通知》。 

 

通知明确，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应缴纳的各类工程质量保证金，自应缴

之日起缓缴一个季度，建设单位不得以扣留工程款等方式收取工程质量保证金。对于缓缴的

工程质量保证金，施工单位应在缓缴期满后及时补缴。补缴时可采用金融机构、担保机构保

函（保险）的方式缴纳，任何单位不得排斥、限制或拒绝。（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08/2959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08     

            

4. 污水处理费等 14 项费用可以缓缴 不收滞纳金 

近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缓缴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公告。 

 

公告提出，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应缴纳的《涉及

企业、个体工商户行政事业性收费缓缴清单》内收费项目，自应缴之日起缓缴一个季度，不

收滞纳金。《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行政事业性收费缓缴清单》包括生活垃圾处理费、污水

处理费等 14 项收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23.html 

来源：财政部网站    2022-10-1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6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08/2959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23.html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三项国家标准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充填工程技

术标准》《农业建设项目验收技术标准》三项国家标准。 

 

《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161-2022，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为规范烟花爆竹工程安全设计，防范重大安全风险，预防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标准。原国家标准

《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2009）同时废止。（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24.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10-1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24.html


 

新闻/动态       

6. 多地出台新规规范租房市场 

今年 9 月 1 日，《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开始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针对“打隔断”群租、

“黑中介”不退押金等问题作了规定。 

 

住房租赁市场涉及面广，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到，近来，多

地出台政策措施规范住房租赁，对维护消费者权益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28/29511.html 

来源：新华社“新华视点”  2022-09-28  作者：郭宇靖 邰思聪 

 

7.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15 个百

分点，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上利率分别调整为 2.6%和 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政策保持不变，即 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上利率分别不低于 3.025%和

3.575%。（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84.html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22-09-30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五批）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结各地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优化项目组织实施促开工、着力服

务“一老一小”惠民生、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稳投资、加大排查和监管力度保安全、完善长

效管理促发展、加强宣传引导聚民心等方面可复制政策机制，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

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五批）》，并于近日公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28/2951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8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78.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09-30 

 

9. 中国百城新房价格连续三个月下跌 

中国楼市传统旺季“金九”收官，但楼市仍处于探底阶段，未现明显反弹。 

 

中指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9 月，中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 16200

元人民币，环比下跌 0.02%。这是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环比连续第 3 个月下跌。三季度百城新

房价格累计下跌 0.03%。（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09/content_8867491.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10-09  作者：记者 庞无忌  

 

10. 《9 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发布 长三角地区楼市活力凸显 

近日，58 同城、安居客发布了 2022 年《9 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22 年 9

月，全国重点监测 65 城中，有 24 城新房价格环比上涨，长三角地区上涨趋势明显，三居室

及以上户型热度较高。65 城中有 23 城二手房市场呈现价格环比上涨趋势，其中大湾区多地

二手房挂牌均价上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09/content_8867489.htm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中国消费网 2022-09-22  作者：记者 孙蔚 

 

1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报告发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922 绿色出行平台及美团联

合召开“2022 年绿色出行与共享骑行发布会”，会上发布了《2022 年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

车/电单车骑行报告》（简称《报告》）。（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78.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09/content_8867491.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09/content_8867489.htm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041&cid=12 

来源：中国交通报              2022-09-28  记者 刘文超 

 

12. 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产业 

为助推“双碳”目标在住建领域落地，用绿色建筑金融政策助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湖北

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办公室结合“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活动，为企业解决绿色建

筑项目融资与银行绿色金融贷款供需信息不对称、不匹配问题，从去年 10 月到今年 9 月，

历时近一年的课题立项、部门对接、调研座谈、文件起草、意见征集，完成了《关于加快推

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日前，由湖北省住建厅、

人行武汉分行、中行保监委湖北监管局、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颁发。（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jzsbs.com/info.html?cid=16651 

来源：建筑新网     2022-10-10  作者：董文斌 柯于连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041&cid=12
https://www.jzsbs.com/info.html?cid=16651


 

聚焦/探讨  

13. 工程不停工 建设加速度——各地建筑工地坚守岗位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观察 

挖掘机、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建筑工人紧锣密鼓地工作……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各地建筑

施工领域，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黄金周”变身“攻坚周”。走进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望犹江”项目 I地块施工现场，

只见数十台大型机械设备轰鸣运转，塔吊有条不紊地调运建筑材料，上百名施工人员奋斗在

一线挥洒汗水，一番壮观火热的建设施工景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3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0  作者：纪沐辰   

 

14. 百度地图正式切换为优先运用北斗系统进行定位 

近日，百度地图官方公告发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最新进展，北斗卫星日定位量首次

突破 1000 亿次。百度地图正式切换为优先运用北斗系统进行定位，“百度地图智能定位开

放服务”升级更名为“百度地图北斗定位开放平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30     

 

15. 科技赋能，“中国建造”屡创奇迹 

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

角。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依旧回荡在耳边。当今

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重要领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建造水平和工程质量，是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关键。

（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3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30/29576.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28/295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28  作者：孙宇枫 孙思妍 李榕 

 

16. 智慧赋能开辟新路径 城市治理迈开新步伐 

在 9 月 14 日下午举行的新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举措和成效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了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的相关情况。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在

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

效。（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27/2950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09-27  作者：张佳丽 

 

17. 激活龙江地理空间大数据潜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夯实地理空间信息基础

设施，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支撑保障。目前，该局已拥有 7 个

PB 的地理空间大数据。这些海量的地理空间大数据正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服务，展现着

前所未有的应用价值。（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0_2761429.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10-10  作者：孟婷 谭继强 

 

 

18. 三维“一张图”护航智慧矿山 

轻点鼠标进入内蒙古白音华三号矿智慧矿山三维实景平台，露天煤矿三号矿的实况立刻展现

在电脑屏幕上：矿区内原煤运输车辆有序装车，各采区生产现场秩序井然，红红绿绿的车辆

行动轨迹点不停闪烁……通过这套预警系统，三号矿当前在线车辆数目、装备在线情况、今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28/2952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09/27/29502.html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0_2761429.html


 

报警次数等数据一目了然。这是自然资源部重庆测绘院三维实景“一张图”平台建设项目成

果应用于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领域的实效。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09/t20220930_2760826.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09-30  作者：袁杨 艾靖播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09/t20220930_2760826.html


 

地方新闻    

19. 北京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从本月起，北京市管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已下调 0.15 个百分点，5 年以下（含 5 年）

和 5 年以上利率分别降至 2.6%和 3.1%。（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25.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2-10-10          

 

20.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发布 

2022 年 1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大都市圈

空间协同规划》。这是沪苏浙两省一市为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构建上海

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携手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以来，经自然资源部

同意并指导，全国首个由省级地方政府、有关省辖市政府联合编制的跨区域、协商性的国土

空间规划。（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046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2-09-29         

 

21. 作为一座超大城市 成都如何实现乡村振兴 

近日，记者从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21 年，成都全市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582.79 亿元，

较 2017 年增长 16.3%。同时，成都市已获批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西部片区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市、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部分节

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036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0/29625.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046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036


 

来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2022-09-23      作者：记者 林聪       

 

22. 深江铁路全线开工！未来前海南沙半小时直达 

10 月 9 日，深圳至江门高速铁路（以下简称“深江高铁”）正式开工建设。 

 

深江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丽站，

向西经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门至湛江铁路江门站，正线全长 116 公里，

建设工期 5.5 年。全线共设深圳西丽、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栏、江

门站等 7 座车站，其中江门站为既有车站，深圳西丽站等 6 座车站为新建车站。（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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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      2022-10-10   

 

23. 前海“双扩容”带动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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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前海方案”）

发布，前海迎来了物理空间和政策空间的“双扩容”。一年来，前海多项改革创新措施落地。

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港口妈湾港开港运营，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各类创新载体达 98 家，

“前海港澳 e 站通”实现香港投资者足不出香港、一站式办理前海业务事项，大湾区首批“跨

境理财通”业务落地实施，港澳专业人士备案执业范围扩大到 16 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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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日报     2022-09-28     

   

24. 续写春天的故事 | 推进大湾区建设 广东携手港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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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广东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技创新资源加快集聚，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

机制“软衔接”，“1 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居民生活发展更加便利，重大合作平台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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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广州深圳辐射带动作用有效发挥......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正给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期盼。（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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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金羊网     2022-09-30            

       

25. 非凡十年·广东答卷|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建出中国气派 见证特区荣光 

薄如蝉翼轻如纱，彩云追月引绪遐。 

 

克服重重困难，仅用 366 天即完美呈现，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演重大项目规划建设的“速度

与激情”。从中国传统建筑形态中汲取灵感，运用现代建筑设计手法、材料演绎，这个展会

新地标，推动建筑艺术和文化艺术交相辉映，彰显“世界水平、中国气派、岭南特色”，成

为深圳这片热土的发展写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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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0-09 

 

26. 非凡十年·广东答卷|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打通粤澳融合路 架起双城连心桥 

初秋的珠海拱北，天朗气清，车水马龙，一派繁忙。 

 

这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热土，因全国通关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拱北口岸，汇聚起丰富的

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如今，这里又因一条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焕发出新的

活力。 

 

2021 年 9 月 8 日，距离珠海拱北口岸约 800 米处，一座国内电子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

型陆路口岸正式开通，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在开通当日就引来不少旅客早早在关口等候，在

仅以“秒”计的时间内，他们跨越了澳门与珠海。（部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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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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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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