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10 月 18 日 -10 月 31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两部门印发通知 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工作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

示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十四五”期间争取创建示范美丽宜居村庄

1500 个左右，引领带动各地因地制宜推进省级创建示范活动，打造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宜

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示范样板，推动乡村振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4/2994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24       作者：宗边 

 

2. 三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 

近日，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支持

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 

 

通知提出，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项目包括医院、学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

体育馆、保障房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含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各有关城市

可选择部分项目先行实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范围，到 2025 年实现政府采购工

程项目政策实施的全覆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5/29955.html 

来源：财政部网站       2022-10-25    
  

3. 三部门发文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 2025 年实现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政策实施全覆

盖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4/2994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5/29955.html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出台《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

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明确自 2022 年 11 月起，在北京市朝阳区等 48 个

市（市辖区）实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含此前 6 个试点城市）。 

 

根据通知，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项目包括医院、学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

体育馆、保障房等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含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各有关城市

可选择部分项目先行实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范围，到 2025 年实现政府采购工

程项目政策实施的全覆盖。此外，鼓励将其他政府投资项目纳入实施范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7/2999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27    作者：边际    

            

4. 国办印发《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提出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其中提出，要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因城施策运用好政策工具箱中的 40 多项工具，灵活运用

阶段性信贷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方案提出，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自然资源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

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加快推进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省级规划的重点项目，运用

‘放管服’改革的办法，打通堵点卡点，继续采取集中办公、并联办理等方式，提高审批效

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同时，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和相关业主单位的责

任，加强监督”。在具体举措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国务院相

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落实好重要项目用地、规划、环评、施工许可、水土保持

等方面审批改革举措，对正在办理手续的项目用海用岛审批实行即接即办，优化水利工程项

目招标投标程序，推动项目及时开工，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30/3003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7/2999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30/3003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30    作者：宗边 

   

5. 两部门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与民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31/30038.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10-31  

   

6. 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据交通运输部网站 10 月 24 日公开的信息显示，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

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以下是《意

见》全文： 

 

一、重要意义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由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最为关键的线网构成，包括 6 条主轴、

7 条走廊、8 条通道，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4 极，长

江中游、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地区、哈长、辽中南、北部湾和关中地区 8 个组群，以

及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山西中部、天山北坡、兰西、宁夏沿黄、拉萨和喀什 9 个组团，

涵盖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71118”国家高速公路网、“四纵四横两网”内河高等级

航道的主要线路，实体线网规划里程 29 万公里左右，是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通道、国土

空间开发的主轴线、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动脉，也是技术等级最高、运输强度最大的骨干网络。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191 

来源：交通运输部网站   2022-10-25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31/30038.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19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公布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30 日表决通过黄河保护法。这部法律将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黄河保护法包括总则、规划与管控、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沙调控与防

洪安全、污染防治、促进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

则 11 章，共 122 条。 

 

为了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质量发

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制定黄河保护法。

这部法律的制定实施，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220 

来源：新华社、中国人大网   2022-10-31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220


 

新闻/动态       

8. 国务院办公厅：认真做好保交楼、防烂尾、稳预期相关工作 

10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

方案的通知。通知提到，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释

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效能，促进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

督促 21 家全国性银行完善内部考核、尽职免责和激励机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中长期贷款

投放，为设备更新改造等配足融资。（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负责） 

 

因城施策运用好政策工具箱中的 40 多项工具，灵活运用阶段性信贷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做好保交楼、防烂尾、稳预期相关工作，用好保交楼

专项借款，压实项目实施主体责任，防范发生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

结合实际出台针对性支持其他消费领域的举措。（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

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7/content_8873609.htm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022-10-27    记者：韩辉  

 

9. 14 城首套房贷利率降至 4%以下 有城市阶段性取消利率下限 

9 月底，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文，明确对于今年 6 月至 8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同比均连续下降的城市，在年底前，阶段性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新

政发布后，多地积极落实，宣布下调首套房贷利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4/content_8872289.htm 

来源：大众报业·半岛新闻   2022-10-24    记者：李晓芳  

 

10. 国家统计局：9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呈降势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24 日消息，2022 年 9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7/content_8873609.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4/content_8872289.htm


 

市个数增加，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或持平，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一落一升、二三线城市降幅扩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5/content_8872668.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10-25      

 

11. 2022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于 10 月 30 日在上海启幕 

10 月 27 日召开的 2022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新闻

发布会，确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主办的 2022 年世

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在上海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7/3000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27  作者：部宣 

 

12. 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协同发力 四季度基建投资有望提速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其中提出，依法盘活用好 5000 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与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相结合，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在专项债资金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使

用过程中，注重创新机制，发挥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 

 

实际上，8 月 2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依法用好 5000 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

额，10 月底前发行完毕”。9 月 7 日召开的国常会决定，“依法盘活地方 2019 年以来结存

的 5000 多亿元专项债限额，70%各地留用，30%中央财政统筹分配并向成熟项目多的地区

倾斜。各地要在 10 月底前发行完毕，优先支持在建项目，年内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5/content_8872668.htm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7/30007.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8/content_8874265.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10-28   记者：刘琪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0/28/content_8874265.htm


 

聚焦/探讨  

13. 发挥主导作用 提升工程品质——建筑师负责制试点助力项目高质量建设观察 

走进重庆市两江新区悦来汇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车辆穿梭往来，施工

人员忙着绑扎钢筋，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呈现出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今年，重庆启动建筑师负责制试点，希望通过充分发挥建筑师的主导作

用，达到政府简化审批、建设单位节省成本、建筑师发挥特长的目的。 

 

作为建筑师负责制试点项目，悦来汇项目创新管理模式，通过推行智慧化管理措施，在项目

管理上创新运用以建筑师为主导、搭配监理+BIM+设计管理的数智化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

构建项目协同管理平台，通过“技术+数智化管理”双轮驱动来实现项目的高品质建设。（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4/2993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2022-10-24  作者：纪沐辰   

 

14. 发展绿色建筑 推进节能改造——各地多举措助力建筑领域节能减排 

发展绿色建筑，关系着低碳节能，关系着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近

期，北京、重庆、贵州、海南等地发布相关政策，以创建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为抓手，多措

并举，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节能减排，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9/2985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2022-10-19  作者：纪沐辰    

 

15. “一地一窗一次”渐成服务标配——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侧记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4/2993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9/29853.html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

要求今年年底前，各地区完成企业和个人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基础清单中的任务，

并结合各地实际拓展本地区“一件事一次办”事项范围，其中部分事项涉及住房公积金。各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行动，已经有许多地区实现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职工提取

（离休、退休、死亡）等事项的“一次办理”。随着改革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一

件事一次办”打造成住房公积金服务的“标配”。（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9/2985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19  作者：邱修海  

 

16. 迈向碳中和：低碳城市的全球案例与经验 

全球已有超过 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城市消耗了全球约 60%至 80%的能源，城市二

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39%。日前，世界各大城市正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危机。 

 

2021 年，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简称 LCC）的全球性倡议。低碳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在实现碳减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有助于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 

 

本文通过对全球低碳城市建设成效的回顾与评估，选取日本、新加坡、埃及和中国四个国家

的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并重点分析这些案例是通过哪些举措来减少碳排放，以期为其他国家

和地区规划建设低碳城市提供参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207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22-10-27   

作者：Mohsen Aboulnaga（埃及开罗大学工程学院建筑系可持续建筑环境中心） 

卢宇飞（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东南大学可持续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19/29857.html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207


 

地方新闻    

17. 北京赋能基层管理人员提升垃圾治理水平 

为落实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持续深化居民自主分类习惯养成，北京市积

极探索，创新工作模式，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基层管理人员“赋能”系列活动，通过“身

边人讲身边事”和“编制基层赋能指导手册”两种方式，分享推广典型经验，解决社区和物

业服务企业等基层管理人员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信心不足和方法不当等问题，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30/3002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30  作者：胡春明 李彦富 王全  

        

18. 超 100 台 今年上海黄浦加梯已超额完成开工目标 

今年年初以来，上海市黄浦区克服疫情影响，始终把加装电梯作为破解居民上下楼难题的关

键，能加尽加，尽快实现居民“一键直达”愿望。截至目前，黄浦区已顺利完成今年加梯开

工数量破百的既定目标。截至 9 月底，该区加装电梯项目开工 108 台，累计完成居民签约

133 台，越来越多的居民圆上了“加梯梦”。（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8/3001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0-28   作者：丁艳彬       

 

19.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机遇交流会在港举行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机遇交流会 21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展示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发展新机

遇。 
 

交流会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贸易处、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贸易处、广东省商务厅、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澳门贸易投

资促进局共同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协办。（部分

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30/3002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0/28/30011.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6114.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10-24      

 

20. 港珠澳大桥开通四周年 进出口总值超 4800亿元 

一桥通三地，物流畅四海。2018 年 10 月 24 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正式通关运作。

据拱北海关统计，2018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4897.3 亿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6276.html 

来源：人民网    2022-10-25             

 

21. 中开高速银洲湖特大桥合龙 未来将成粤西往来大湾区快速通道 

10 月 27 日下午 4 时，由中电建路桥集团承建的中开高速控制性节点工程——银洲湖特大桥

中跨顺利合龙。 

 

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的银洲湖特大桥全长 4701.2 米，其中主航道桥是双塔双索面混合式结合

梁斜拉桥，主跨 530 米，拉索采用空间双索面扇形布置，主塔两侧各分布 24 对索，全桥共

96 对索。索塔采用“A”型桥塔，塔柱高 203.821 米，共分 37 个阶段施工。索塔基础桩径

达 2.8 米，最大桩长约 70 米，属于大直径超长基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6774.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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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香港测量师学会﹕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6114.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6276.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6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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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