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2 年 12 月 20 日-2023 年 1 月 03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三部门印发通知开展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开展国家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 
 

通知明确，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原则上以区县为单位，采取自愿申报、统筹确定方式。 

 

根据通知，文化和旅游部会同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加强对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的指导支持和动态管理。对已命名的融合发展示范区、列入建设名单且处在建设期内

的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鼓励用好用足现有政策，先行先试，并给予以下政策扶持。（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2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7       作者：宗边  

 

2. 21 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2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指导意见》。 

 

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稳就

业、保市场主体决策部署，坚持在享受普惠性政策和公共服务基础上，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

优待的原则，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促进退役军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2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3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7       作者：宗边          
  

3. 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在 78 个城市（区）联合开展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

置试点 

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

城市名单，明确在 29个省区市的 78 个城市（区）开展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加强

再生水利用配置，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9/31267.html 

来源：水利部网站         2022-12-29        

                      

4. “数据二十条“将夯实数据要素作用 

一、《数据二十条》基础性作用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

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均

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是

我国双碳目标下实现我国经济绿色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是以

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等数据资源作为关键要

素，以应用数字技术推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与发展为重要推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更加高效和

公平、均衡和充分。数字技术又是具有迭代更新快、使用效率高、应用成本低等优势的新型

生产力。数据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属性的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无限供给、易复制、边际

成本极低等特点，数据的高流动性可以重构弱流动性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状态，发挥乘数效

应大幅提高产出水平，数据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特性还可以直接提升个性化消费，间接提升社

会总需求的可持续性和质量水平，数字化的数据贯穿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经营

等各个环节。构建适合数字化数据新型生产要素和数字技术新型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十分必

要和迫切。《数据二十条》有助于推动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构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3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9/31267.html


 

性和关键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方面的

每次制度性的突破和机制性的创新，都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步和高质量提升，促

进了社会发展的更加公平和高效，此次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构建，其重要性和基础型作用不

言而喻，其积极作用值得拭目以待。（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12/t20221221_1343723.html?code=&state

=123 

来源：高技术司         2022-12-21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答记者问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发改环资〔2022〕1885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

志就《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任务要求。2019 年 4

月，经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

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9〕689 号），明确了到 2022 年构建市场导

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文件出台后对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求相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

支撑作用愈加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12/t20221221_1343723.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12/t20221221_1343723.html?code=&state=123


 

展战略，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绿色低碳

前沿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为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持续强化绿色技术

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在充分总结绿色技术创新工作进展基

础上，对绿色技术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研究发布了《实施方案》，对

未来 3 年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12/t20221228_1344790.html?code=&state

=123 

 

来源：环资司         2022-12-28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12/t20221228_1344790.html?code=&state=123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212/t20221228_1344790.html?code=&state=123


 

新闻/动态            

6. 最高人民法院：妥善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 27 日发布《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提出，妥善处

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承租人没有收入

或者收入明显减少，造成支付租金困难，出租人请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调解，引导出租人和承租人合理分担损失，共克时艰。对国有房

屋租金数额发生争议，承租人请求按照有关政府机关的规定减免租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支持。出租人减免租金后主张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符

合法律规定或者国家税收政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2/28/content_8894269.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12-28        

        

 

7. 多地密集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重大项目和创新消费场景成抓手 

近日，多地密集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谋划部署 2023 年工作。记者梳理发现，扩大内需是各地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创新消费场景成为抓手。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会明显减弱。由此，明年内需要及时顶上来，并带动国内经济

增速回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2/29/content_8894834.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12-29     记者：包兴安 杜雨萌 

     

8. 2022 年楼市销售额或达 14 万亿元 房地产行业走过坎坷曙光已现 

2022 年，房地产行业极为不易。业内预计，全国新建商品房成交规模连续 5 年达到 17 亿平

方米以上之后，2022 年或降至约 14 亿平方米、销售额预期下滑至约 14 万亿元。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2/28/content_8894269.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2/29/content_8894834.htm


 

 

这一年，郑州打响二线城市救市第一枪、杭州等 39 城放松限购、济南等 111 城放松限贷……

楼市新政接踵而至；11 月份，“金融 16 条”、再融资重启等政策出台，助力房地产行业迎

来黎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的韧性犹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2/30/content_8895280.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2-12-30    记者：王丽新  

 

9. 展望 2023：楼市支持政策有望加码 房地产行业或将触底反弹 

过去一年里房地产行业跌宕起伏。疫情反复冲击使开发投资陷入低迷，“烂尾楼”风波使市

场信心跌入谷底，但在年尾感受到了政策暖意：“金融 16 条”、“三箭齐发”……展望 2023

年，随着防疫措施持续优化、经济社会运行恢复常态，业内分析人士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

房地产行业即将触底反弹。（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1/03/content_8895781.htm 

来源：中国网财经    2022-01-03     记者：李春晖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2-12/30/content_8895280.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1/03/content_8895781.htm


 

聚焦/探讨   

10. 政策引领绿色建材行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了建材行业

碳达峰实施路径，提出了建材行业“十四五”“十五五”两个阶段的主要目标，绿色建材高

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建材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委员会主

任刘敬疆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溯行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绿色建材产业的每

次变革、每个关键节点的蝶变，都离不开国家顶层设计的引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1/3111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1       作者：程晓丽         

 

11. 从“探路者”到“领跑者”——南京绿色建材试点工作驶入“快车道” 

自 2020 年 10 月被列为国家绿色建材试点城市以来，江苏省南京市以新建政府采购工程为

重点，努力当好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的“探路者”。 

 

“我们将绿色建材技术要求从 51 项扩充到 105 项，从建设过程的源头把握住绿色建材的方

向。”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石平府表示，南京市的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工作已经迈

上“快车道”。（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0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7    作者：冯路佳  

 

12. 济南 CIM基础平台一期建设告竣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 CIM 基础平台现阶段已完成一期全部建设任务，建成了全域全时空的

“城市空间数字底板”，为打造全省领跑、全国一流的数字城市，率先建成数字先锋城市，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1/3111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03.html


 

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济南市通过对二、三维时空基础数据、资源调查、规划管控、工程项目建设、物联感知、公

共专题等数据资源的汇聚、关联和融合，基于 CIM 基础平台构建数字孪生城市及综合性空间

底座，实现城市关键态势的实时化和可视化，辅助城市运行综合监测和指挥调度。同时，借

助 CIM 基础平台的感知、融合、分析和模拟能力，支撑城市规划、自然资源、生态保护、数

字建造、城市安全、社会治理等多领域 CIM+应用场景建设，实现城市全生命周期智慧化、

智能化运行管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1/3109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1    作者：李南  

 

13. 地下“生命线”有了“智慧管家” 

地下“生命线”指埋设在城市地下的各类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包括供水管线、燃气管线和通

信管线等，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对地下“生命线”进行管理是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的关键一环，实时掌握地下“生命线”现状也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需求。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3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7    作者：盛卿    

 

14. 发力“新城建” 让城市更美好——深圳以“新城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迎来广阔

的发展空间。作为全国首批“新城建”试点城市，广东省深圳市高度重视“新城建”工作，

以“新城建”对接“新基建”，强调从民生领域的“小切口”入手，进一步释放城市潜能，

让智慧城市建设驶入快车道。（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1/31091.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3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1/3109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21    作者：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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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闻    

15. 北京地铁 16 号线南段即将开通 

继北京地铁 16 号线北段、中段分别于 2016 年、2020 年开通后，目前，16 号线南段各车站

正在积极有序筹备中。16 号线南段北起木樨地、南至榆树庄，全长约 14.2 公里，共设 10 座

车站，开通后将与北段、中段贯通运营。 

 

16 号线南段自北向南分别为木樨地站、达官营站、红莲南路站、丽泽商务区站、东管头南站、

丰台站、丰台南路站、富丰桥站、看丹站、榆树庄站 10 站。其中，达官营站将与 7 号线换

乘；东管头南站将与房山线换乘；丰台站将与 10 号线换乘，并与丰台火车站接驳；丰台南路

站将与 9 号线换乘。本次，16 号线丽泽商务区站暂缓开通。按照规划，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

以实现 5 线换乘。（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26.html 

来源：北京晚报          2022-12-27         

 

16. 北京租住保障性租赁房可提取公积金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通知》和《关于

新增三个住房公积金提取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的公告》。即日起，在北京租住保障性租赁房的

家庭也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新规明确，职工在北京租住保障性租赁房的，可依据实际房租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北京市保障房建设部门合作，推行保障性租赁房项目“按月还租”，

经职工授权同意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按月将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直接划转至保

障性租赁房运营方，减少中间的提取环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1/03/3129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7/3122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1/03/31294.html


 

来源：北京晚报   2022-01-03         

 

17. 墙头屋顶见缝造绿 上海立体绿化总量超 550 万平方米 

从学校、医院、商场、政府大楼的墙面、屋顶，到街边围墙、高架桥柱、过街天桥护栏……行

走在上海，你会发现，立体绿化不仅数量多、面积大，形式也十分丰富。据统计，2022 年，

上海全市新增立体绿化 44.63 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上海立体绿化总量达到 550

万平方米以上。（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30/3128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30    作者：丁艳彬    

          

18. 搭建数个科技创新平台 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上海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 

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书记胡广杰在 12 月 18 日召开的“上海市首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

科技大会暨第九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代表会议”

上表示，上海将切实把握好“科技创新”这一上海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以更强的责任感

紧迫感勇当排头兵和先行者，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提高科技创新水平。（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6/31190.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2-12-30    作者：丁艳彬    

        

 

19.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正式施行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 30 日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30 日起正式发布和

施行，将有助进一步推广调解在大湾区内广泛应用。 

 

该规则此前于 12 月 16 日举行的第四次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部分

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30/3128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212/26/31190.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5059.html 

来源：新华社   2022-12-31     

       

20. 2022 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举行 三大重点项目落户广州南沙 

在湾区之心，赴湾区之约。12 月 21 日，2022 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正式拉开大幕。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召开的全球性招商大会，当天设置粤港澳 3 个主会场。其中，广东主

会场设在广州南沙，安排了主题大会、政策宣讲、投资考察等多场交流活动。 

 

地处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是广东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最大片区、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特别是今年 6 月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

面合作总体方案》，赋予南沙“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的新定

位及多项重磅财税政策，南沙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

的重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4179.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2-22 

 

21. 珠海机场新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预计 2024 年完工 新机场助力湾区展新翼 

巨大的钢网架结构，形如碧波银浪，层叠翻涌动感十足，又如舒展羽翼的巨鸟，呈现出腾飞

之势。在珠海金湾机场东侧，一座正在建设中的 T2 航站楼，整体造型已展露出来。 

 

自 2019 年起，珠海机场改扩建、综合交通枢纽、空港物流园等机场核心区系列工程项目先

后动工。如今，新航站楼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正进入内部装修；空港物流园已部分投入。

随着珠机城轨二期及交通综合枢纽的同步推进建设，未来旅客可通过城轨直抵机场。（部分

节选）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5059.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4179.html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4673.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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