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10 月 11 日 -10 月 17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2021 年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2021 年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从城市基本情况、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居民生活需求、城市居民环境卫生需求、

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城市居民绿色生态需求六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城市居民生活需求 

 

城市供水 

 

2021 年，全国城市供水总量 673.34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96%；城市供水管道长度 105.99

万公里，同比增长 5.26%；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185.03 升；供水普及率 99.38%，比上年增加

0.39 个百分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65.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10-11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明确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

造工作要求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从“把牢底线要求，

确保更新改造工作安全有序”“聚焦难题攻坚，统筹推进更新改造工作”“兼顾需要与可能，

合理安排 2023 年更新改造计划任务”等 4 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

造工作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6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7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1   作者：宗边 

  

3. 十部门印发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专项推进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全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 88%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有关要求，近日，水

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印发《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专项推进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对乡村建设行动重点任务之一的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工作进行

部署推进。 

 

《方案》从强化防洪工程建设、完善抗旱工程体系、加强水旱灾害防御应对、推进农村供水

工程建设、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保障、加强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同

时从强化统筹协调、保障资金投入、分类推进实施三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同时明确，到

2025 年，乡村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明显增强，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 8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60%。（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3/2973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3   作者：宗边    

            

4. 国资委发文 事关房屋租金减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2 年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房屋租金减免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站位，不折

不扣将房租减免政策落实到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4/29737.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10-14 

   

5. @住建人 二十大报告中这些要点请关注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7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3/2973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4/29737.html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报告。 

 

报告中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要点，小筑为您一一梳理：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

裕取得新成效。 

 

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6/2976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0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6/29768.html


 

新闻/动态       

6.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

告 

凝心聚力擘画复兴新蓝图，团结奋进创造历史新伟业。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 1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奋斗。（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6/29766.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10-16   

 

7. 长三角区域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日前，长三角区域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互联互通与协同服务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该

项目的完成，打破了卫星定位服务地域壁垒，实现了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卫星定位基准服务

系统的互联互通，让用户“一地注册开通、全域享受服务”，促进了测绘基准服务跨区域合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测绘基准服务和精准可靠的测绘基准支撑。（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1_2761592.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10-11   作者：王旭雁 华心然 高建东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6/29766.html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1_2761592.html


 

8. CIM基础平台助力上合示范区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近日，由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2022 年山东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

奖”评选结果出炉，由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以下简称上合示范区）创

新性建设的上合示范区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获一等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1_2761598.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10-11   作者：王晶 李斌  

 

9. 中国 50 城住宅价格报告：京沪蓉“抗跌” 廊坊郑州仍在调整 

中国楼市整体仍处于下行周期，不过，各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部分城市在经历房价

短暂下跌后已企稳反弹，而部分城市楼市仍在深度调整。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11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 50 个大中城市中，成都、北京、上海、

合肥 4 城住宅价格指数已止跌转涨，其下跌时间分别持续了 2 个月、3 个月、3 个月和 12 个

月。其余 46 城住宅价格指数仍在下跌中。（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2/content_8868845.htm 

来源：中国新闻报   2022-10-12   记者：庞无忌  

 

10. 借款人速看！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后你要知道这些 

11 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五个问答，对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后的相关问题作出解答。（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2/content_8868848.htm 

来源：中国新闻报       2022-10-12    

 

11. 9 月全国租赁市场报告：房源多租金平 旅游城市租房可“捡漏”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1_2761598.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2/content_8868845.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2/content_8868848.htm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今日发布《2022 年 9 月全国租赁市场报告》显示，9 月份全国 40 城中

20 城租赁价格环比指数小幅上涨，其中 35 个城市本月环比价格指数波动幅度在-2%～2%之

间，表现相对平稳。 

 

分城市来看，9 月份，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价格表现亮眼，环比指数涨幅约 4%；西安、杭

州环比价格指数稳中有升；济南、苏州、青岛等城市挂牌价格表现相对稳定。结合 9 月全国

40 城租赁价格同比指数，有 12 城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 个城市挂牌租金低于去年同期。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7/content_8870121.htm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2-10-17  记者：李方 

 

12. 央企为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减房租须在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 

时隔近 7 个月，国资委再度发文聚焦房租减免工作。10 月 12 日，国资委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 2022 年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减免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明确，各中央企业要在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普遍减免 3 个月租金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4/content_8869678.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10-14  记者：杜雨萌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7/content_8870121.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14/content_8869678.htm


 

聚焦/探讨  

13. 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时空基础底座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

理方式变革”。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是自然资源部落实数字中国、平安中国、数字经济战略的

重要举措，是落实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部署，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支撑。因此，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不仅是自然资源行业的一次涉及重大空间信息技术、

应用体系和服务能力变革的转型契机，更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巨大而深

远的意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3_2761765.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2-10-13   

作者：黄先锋（作者为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14. 精细化治理让城市更美好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我国城市

治理在顶层设计和工作思路上求创新，在治理过程规范上下功夫，在治理效能及治理水平上

寻突破，沿着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深入发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各地城市管理部门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从细微处发现问题，补齐短板，提升品

质，不断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在探索中国特色城市治理新路上取得了新进展。（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22-10-11   作者：林红兵    

 

15. 为了让城市更健康更安全 

https://www.mnr.gov.cn/dt/ch/202210/t20221013_276176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76.html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

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统筹安全与发展，坚持守住城市安全底线，着力在内涝治理、燃气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破难题、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使城市的安全性、舒适度有了显著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3/2971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3  作者：刘丽媛  

 

16. 物联感知 智能监管——各地推进“智慧燃气”建设工作观察 

燃气通万家，安全无小事。近年来，各地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智慧燃气”建设，不断提升

燃气监管信息化水平，实现了从管网、节点、设施设备到各类燃气用户全业务、全场景智能

监管和预警，燃气建设开启“智”时代。（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6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1  作者：赵格雯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3/2971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1/29669.html


 

地方新闻    

17. 北京：2025 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全覆盖 

便民菜站、家政服务、美容美发……生活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千家万户。2015 年，北京

率先在全国出台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持续推动便民网点规范化、连锁化、便利

化、品牌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获悉，2016 年至 2021 年间，全市

共新建、改造提升 8 项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7000 余个。今年以来，北京进一步加快打造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促进北京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a/202210/13/WS63476882a310817f312f1cb4.html 

来源：北京日报    2022-10-13       记者 马婧           

 

18. 上海持续优化工程建设领域营商环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蹄疾步稳 

近年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理念，把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抓手。该委会同 20 个市级管理部门、16 个区和相关管理委员会，始终坚持对标

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持续推动业务流程再造，用心用力用情回答好“国际竞争、国内争先、

社会满意度”三张时代问卷。（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7/2980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7   作者：丁玲       

 

19. 新一轮《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发布 

通过新建轨道交通线路，进一步提高站点覆盖率，使主城区内轨道交通站点 600 米范围的覆

盖率超过 40%；对既有线路增能提效，把高峰时段车厢满载率控制在 90%以内。进一步推进

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两网融合”，确保 80%以上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50 米半径范围内有

公交换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a/202210/13/WS63476882a310817f312f1cb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7/29809.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138 

来源：解放日报   2022-10-14   作者：记者 束涵 邬林桦 

 

20. 国家发改委：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18条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消息，为进一步发挥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

方面在前期有关工作基础上，对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新进展新成效进行深入梳理研究，形成

一批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借鉴。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部署开展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两年多来，各项改革举措总体进展顺利，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持续显现，形成了丰富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其中，一些创

新举措已规范形成相关政策规定在全国层面推出，一些典型案例和做法已通过不同方式在面

上或具备条件的地区复制推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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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网    2022-10-17             

 

21. 增长 35%！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加大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称，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人口保持平稳增长，性别结构持

续改善，人口流动日益活跃，集聚度提高。 

 

数据显示，2012 年—2021 年，年均出生人口为 1620 万人。主要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加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 35.0%、

12.0%和 7.3%。（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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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羊城晚报    2022-10-12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138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index_2.html


 

22. 深圳：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高地 

深圳坪山，万亿比亚迪坚守“慢活”“快鱼”理念，打造“技术鱼池”，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值、

中国第一大市值汽车品牌；深圳光明科学城，创新动能奔涌，创新人才“来了就不想走”；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福田研究院院长陈福荣感受到人才、金融、大学、

公司等创新要素在土地空间上充分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不断续写“春天的故事”。数据显示，2012 年

至 2021 年，深圳 GDP 总量从突破万亿元到迈上三万亿元台阶。如今，深圳每平方公里 GDP

产出约 15 亿元，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等一批高科技领军企业集聚，PCT 国际专利申请

量连续 18 年居全国首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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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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