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11 月 01 日 -11 月 07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两部门印发通知 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进一

步健全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 

 

通知要求，试点工作要聚焦群众关切的“一老一幼”设施建设，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服务，

切实发挥好试点先行、示范带动的作用，打造一批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

区样板，尽快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全力改善人居环境，努力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

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6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1       作者：宗边 

 

2. 国办印发通知提出 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 

为进一步扩大改革效果，推动全国营商环境整体改善，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提出，在

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 

 

通知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2021

年，国务院部署在北京、上海等 6 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相关地方和部门认真落实

各项试点改革任务，积极探索创新，着力为市场主体减负担、破堵点、解难题，取得明显成

效，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试点经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9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1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6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95.html


 

  

3. 五部门联合发文 构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 

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气象局、林草局五部门针对我国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与重大科技需求，编制了《“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并于近日印发，

将构建面向现实与未来、适应不同区域特点、满足多主体需求的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为重点，深化生态环境健康、化

学品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研究；研发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

修复、固体废物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与风险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高

端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引领环保产业跨越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完善适合生态环

境学科、产业特点的科技创新模式，构建面向现实与未来、适应不同区域特点、满足多主体

需求的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3/30130.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11-03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文明确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统一延至明年 12 月 31 日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要

求，进一步优化建筑市场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就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根据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

质，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期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

述资质有效期将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自动延期，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3/3014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3       作者：边际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3/3013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3/30148.html


 

   

5. 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印发 

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气象局、林草局五部门针对我国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与重大科技需求，编制了《“十四五”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于近日印发，

将构建面向现实与未来、适应不同区域特点、满足多主体需求的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 

 

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为重点，深化生态环境健康、化

学品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研究；研发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

修复、固废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与风险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高端新

技术、新材料、新装备，引领环保产业跨越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完善适合生态环境学

科、产业特点的科技创新模式，构建面向现实与未来、适应不同区域特点、满足多主体需求

的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7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7       作者：武步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文 下月起进一步简化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

格认定申报材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进一步简化一级注册建

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除外）执业资格认定申报材料。 

 

通知提出，要简化申报材料。申报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二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除外）注册，不再要求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由申

请人对申报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通

过比对社会保险信息等方式核实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7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7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7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7       作者：边际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21条措施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相关部门

等负责 4 项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

从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推动民间投资项目加快实施、引导民间投资高质

量发展、鼓励民间投资以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促进民间投资健

康发展 6 个方面提出了 21 条具体措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21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7       作者：辛雯 

     

8. 九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提出加强基础设施低碳升级标准制修订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建立健全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作为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保障方案之一，明确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工作总体

部署，为相关行业、领域、地方和企业开展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工作起到指导作

用。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基本建立。到 2030 年，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更加健全。到 2060 年，技术水平更加先进、管理效能更加突出、服

务能力更加高效、引领国际的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全面建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有力支撑碳中和目标实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21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7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21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211.html


 

新闻/动态 

9. 今年前 9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16 万个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经汇总各地统计上报数据，

2022 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1 万个、840 万户。2022 年 1-9 月，全国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16 万个、848 万户，按小区数计开工率为 100.9%、按户数计开工率

为 101.1%，超过年度开工计划任务。其中，广东、湖北、广西、福建、山西、内蒙古、重庆、

吉林、浙江、河南、安徽、贵州、四川、山东、河北、江苏、江西、青海、新疆 19 个省（市、

自治区）开工小区数、户数均超过或达到计划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2/30105.html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2-11-02     

 

10. 8 月份以来逾 20 城推二手房“带押过户” 这为市场交易注入了新活力 

11 月 1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官网消息，近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保监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省推行“带押过户”提升

不动产登记与金融便民利企服务水平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据悉，此前江苏省已有南京、无锡、苏州、泰兴等地先后推出不动产“带押过户”服务。而

此次印发的《通知》作为全国首个省级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带押过

户”规范性文件，将进一步降低不动产交易风险和成本，为二手房交易市场注入新活力。（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1/02/content_8875750.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11-02    记者：李正      

 

11. 年末“加推”：多城启动第四轮集中供地 

近日，北京发布了第四批次商品住宅用地出让公告，共计 6 宗，用地规模约 15 公顷，地上

建筑规模约 32 万平方米，起始总价为 122.9 亿元，将于 11 月下旬集中成交。除北京外，厦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2/30105.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1/02/content_8875750.htm


 

门、济南、青岛、重庆、武汉等城市明确进行第四批次集中供地。无锡等城市目前已经完成

第四批次供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5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1   记者：江程  

 

12. 上月 40 城新房成交面积下滑！各等级城市环比全线转降 

房地产市场尚处修复阶段，楼市观望情绪仍然较重，今年“金九银十”表现平淡，虽然 9 月

成交较 8 月上升，但较去年同期成交水平仍有一定差距。10 月受到国庆长假影响，成交再度

下滑，“银十”成色不足。 

 

根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 10 月诸葛找房重点监测的 40 城新房销

售面积为 1406.16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14.40%；同比下降 16.35%，同比降幅较上月扩大

2.32 个百分点。接下来，由于 11 月、12 月为房企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节点，预计在推盘促

销力度进一步加大下，成交有望回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1/07/content_8877215.htm 

来源：大众报业·半岛新闻    2022-11-07    记者：李晓芳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54.html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1/07/content_8877215.htm


 

聚焦/探讨  

13. 王拥群：构建城市循环可持续住房体系 

11 月 1 日下午，由中国建设报社主办的 2022 世界城市日·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上海

举办。 

 

贝壳高级副总裁、链家首席运营官王拥群表示，近年来，我国住房供给正从增量建设为主向

存量利用为主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及贝壳研究院的数据可以看出，住房需求结构正发生深

刻变化，从单一购房需求转变为多元化居住需求，新的住房需求不断产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9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2022-11-01   

作者：王拥群（贝壳高级副总裁、链家首席运营官）   

 

14. “让中国设计师用上适合自己的设计平台”——广联达数字化创新赋能设计企业“精品、

精细、精益”新跃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

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这为建筑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建筑业仍是数字化应用程度较低的行业之一。要加快建筑业数字化发展步伐，加强基

础共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是关键。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达”）打造

数维设计产品集，在自有知识产权图形平台的基础上，革新协作方式，打通全产业链条数据，

赋能设计行业全面转型，为加快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再添新动能。（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报   2022-11-07   作者：谈 建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9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92.html


 

15. 从“随意停”到“智慧停”——看各地如何“智”解停车难题 

近年来，为了破解停车难题，各地纷纷“出招”，充分应用高位视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手持机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通过智慧化手段提高停车资源管理水平、提升停车位使用

效率。 

 

一网统管优化停车资源管理 

 

【看点】 

 

智慧停车管理平台统筹停车资源、打破数据壁垒，建立起停车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数据流通

让所有的停车泊位“动起来”，为市民服务，满足他们的停车需求。同时，对城区的停车场、

停车位资源进行动态监测，实施统一管控和调度，优化停车资源管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85.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1   作者：盛卿  

 

16. 数字政通晶石 CIM平台赋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随着大数据在政府治理活动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政务数字化转型持续加速。日前，北京

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政通”）举办“晶石 CIM 平台与一网统管”产

品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基于全信创的晶石 CIM 平台与一网统管解决方案，以全新升级的晶石

CIM 平台赋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助力各地政府建设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推进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6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7   作者：杨洁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1/3008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69.html


 

地方新闻    

17. 钟鼓楼周边环境整治月底完工 保护性修缮重点建筑立面 

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获悉，今年 7 月中旬，东城区正式启动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项目。历经三个多月的时间，目前第五立面整治提升已完成 85%，效果初现，预计 11 月

底完成。紧扣第五立面的同时，此次钟鼓楼周边区域整治提升针对重点建筑立面，参照原格

局、原样式，采用传统工艺做法和材料，开展保护性修缮，恢复街巷风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22/1107/88515.html 

来源：中新网北京            2022-11-07   记者：陈杭 

          

18. 新城指数赋能上海发展新格局——城市可持续发展之上海实践 

“十四五”开局之年，上海明确提出目标：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打造

成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让其成为上海承担国家战略、服务国内循环、参互国际竞争的重要

载体和令人向往的未来之城。“十四五”开局之年，上海明确提出这一目标。 

 

近日，以五个新城为试点，上海发布《新城可持续发展指数》（简称：“新城指数”）。（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4/3016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4         

 

19. 珠海立法惩治政府工程“三包一挂”违法行为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出台《珠海经济特区规范政府投资建设工程发包与承包行为若干规定》，

12 月 1 日起，施工单位因“三包一挂”违法行为被处罚的，三年内将无法在珠海承揽政府投

资建设工程。 

 

据介绍，“三包一挂”指的是建筑领域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的违法现象。珠海

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作为本次立法的中心任务，以招投标行为、

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22/1107/8851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4/30164.html


 

建设单位主体责任、惩处机制和力度为三个有力抓手，围绕一个中心任务和建筑领域“上中

下”游三个核心问题，开展适度超前的制度设计，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保障作用。（部分

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9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1-07   作者：刘一心      

 

20.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在港举行 香港将继续巩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2 日在港举行。峰会以“驾驭市场的不确定

性”为主题，汇聚超过 200 位来自全球约 120 家金融机构的代表，就全球金融界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包括利率上升、滞胀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交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说，香港与内地无缝接轨，是内地与世界各地之间的重

要联系平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7647.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11-03             

 

21.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 29 项细化举措落实《南沙方案》 南沙将实施市场准入“极简审

批” 

11 月 3 日，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制定印发了《推动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

澳全面合作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宣布出台 29 项细化举措，举全局之力，全面

深入贯彻落实《南沙方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邬细宝在会上表示，《实施方案》深入贯彻“大市场、大

质量、大监管”理念，更加注重知识产权、质量提升、营商环境、安全监管等工作的融合创

新、协同发力。（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1/07/30190.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7647.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7887.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1-04 

 

22.  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加速崛起  

11 月的伶仃洋，海天一色、百舸争流。港珠澳大桥如同一条巨龙飞腾在大海之上，连通香港、

澳门、珠海三地，展现气贯长虹的“中国跨度”。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2018 年 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大桥口岸 24 小时通

关优势和便捷的交通物流网络，让港珠澳大桥一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物流大动脉。

四年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货车通行达 102 万辆次。截至今年 9 月，经港珠澳大桥珠

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4897.3 亿元。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7702.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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