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3 年 1 月 30 日-2023 年 2 月 6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规范检测市场秩序 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解读 

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保障建设工程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新版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7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对《管理办法》进行了解读。 

 

《管理办法》修订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建筑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事关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筑工程质量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部署建设质量强国，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的任务要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2/3176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2       作者：王德礼 古清元  

 

2. 新修订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正式颁布 

为充分发挥以工代赈中“赈”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新形势下以工代赈管理，国家发展

改革委对 2014 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进行全面修订，日前已正式颁布，

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3/3179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3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2/31762.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3/31792.html


 

3. 十七部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助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

同发展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七部门印发《“机器人+”

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 年实现翻番，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

增强。聚焦 10 大应用重点领域，突破 100 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广 200

个以上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打造一批

“机器人+”应用标杆企业，建设一批应用体验中心和试验验证中心。推动各行业、各地方结

合行业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特色，开展“机器人+”应用创新实践。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平台，

形成全面推进机器人应用的浓厚氛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5/31818.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5       作者：边际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
区试点要求推动充换电设施纳入市政设施范畴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

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

作，试点工作期限为 2023~2025 年。将按照“需求牵引、政策引导、因地制宜、联动融

合”的原则，在完善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支撑体系和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基础设施建

设、新技术新模式应用、政策标准法规完善等方面积极创新、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5/3181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5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5/31818.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5/31819.html


 

5.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自然资源工作定位（三） 

新时代奏响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昭示，发展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发展应是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将继续向绿色经济要红利，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美跃升；将继续让蓝天青山绿水成为普遍形态，铺就美丽中国的最美底色。 

 

新征程赋予新使命。绿色低碳发展是化解我国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根本出路，是促进经济结构

升级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要求，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实施全面节约战

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作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自然资源部门担负

着在高质量发展中守土尽责提供要素保障、在建设美丽中国中持续发力守护生态安全的历史

重任。（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2/t20230201_2774830.html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2023-02-01             

           

6. 19 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9 个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大型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主攻方向、主要任务和支持政策。 

 

指导意见指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焦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以满足搬迁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果实施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着力扶持壮大县域特色产业，着力促进搬迁群众就业创业，着力提升

安置区配套设施，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健全社区治理体系，解决好搬迁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加快实现人口市民化、就业多元化、产业特色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2/t20230201_2774830.html


 

治理现代化，全面转变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为推动

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1/31/31693.html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1-31       作者：宗边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1/31/31693.html


 

 

      

新闻/动态         

7. 1 月中国近 20 城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多地房贷利率迎“3 时代” 

根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3 年开年首月，中国调整利率下限的城市接近 20 个，其中

包括郑州、天津、福州、沈阳、厦门等二线城市。此外，肇庆、湛江、云浮、惠州、韶关、

江门等阶段性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统计数据也显示，截至 1 月 30 日，中国已经有 30 城下调首套房贷款

利率下限，其中最低降至 3.7%。多地房贷利率迎来“3 时代”。（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1/content_8904506.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3-02-01       记者：庞无忌  

     

8. 多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超 10% 重点项目“靶向精准” 

地方两会往往被看作新一年各地经济工作的重要风向标。近期地方两会相继落幕，《证券日

报》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有 24 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

最低为 3%，最高达 13%。从中不难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仍是今年各地主抓工作之一。（部

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3/content_8905351.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3-02-03        

 

9. 绿色建筑在亚洲渐成主流 中国绿色建筑发展迅猛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绿色建筑在亚洲逐渐成为主流。中国绿色建筑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

猛。 

 

仲量联行 2 日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亚洲地区绿色资产溢价的有力佐证》报告显示，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1/content_8904506.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3/content_8905351.htm


 

对能源成本、可持续发展和脱碳目标的追求已成为企业租户对绿色楼宇租赁需求增加的主要

驱动力，目前亚洲绿色楼宇市场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付出更多的租

赁溢价以达成其可持续发展目标。（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3/content_8905354.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3-02-03    记者：闫晓虹（中新财经）  

 

10. 全力拼经济 2023 年 GDP“万亿元俱乐部”城市有望扩容 

随着各地 2022 年 GDP 数据相继公布，逐渐勾勒出中国内地城市的经济版图。整体来看，

2022 年“万亿元俱乐部”城市无新成员加入，依然由 24 个城市组成四梯队阵型，并且主要

分布于我国东部地区及南部地区。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在经济规模扩大和速度提升上，各城市互相追赶，是中国发展的新常态，也是数十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气象，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繁荣富强的最大底蕴。（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6/content_8905837.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3-02-06  记者：包兴安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3/content_8905354.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06/content_8905837.htm


 

聚焦/探讨   

11. 春风暖万里 奋斗迎新年——各地掀起建设高潮掠影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春节假期刚刚结束，全国各地建设项目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建设

者们开足马力，铆足干劲，以“拼”字当头、“干”字为先，掀起建设新高潮。 

 

严格检查防隐患 

 

为确保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各建设项目积极开展节后复工安全检查。在广东省深圳市光

明区人才住房明皓府项目部，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复工仪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2/3174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2       作者：谈建 

         

12. 在新征程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建筑业发展趋势探析 

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建筑业是重要的实体经济，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守住为社会提供高品质建筑产品的初心，“以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

绿色化为方向，不断提升建筑品质”。会议肯定了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

人民群众对建筑业发展的核心诉求，明确了未来建筑业改革发展重点，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2/3174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2    作者：谈建  

 

13. 加快转变城乡建设方式 推动建筑领域绿色发展 

今年年初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稳妥推进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推动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近日，广西、宁夏、海南、河南等地陆续印发方案，要求统筹建设绿色

低碳城市、推广绿色低碳建筑、推进绿色低碳建造、建设绿色低碳农房等，助力城乡建设领

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部分节选）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2/3174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2/31743.html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6/3182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6    作者：纪沐辰  

 

14. 智“惠”于民 生活舒心——各地智慧社区建设经验透视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建设工作必须紧紧围

绕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个目标任务，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智慧社区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各地持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因地制宜，探索出不同的经验做法。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1/3170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1    作者：盛卿    

 

15. 理论研究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客运的价值认知和治理建议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乡村人口数量约为 5.5 亿人，这些人口分布在全国的近 4 万个乡镇。

本文所指农村客运即直接与这些乡镇地域关联的县城至乡镇、乡镇之间、乡镇至村以及村与

村之间的旅客运输服务。与城际交通、城市交通等交通领域研究热点相比，目前国内学者对

农村交通的关注度并不高。然而，在快速城镇化后的当下中国，农村交通既是交通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重要领域，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发展的重要支撑。

已有农村客运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运输组织、运营模式、线网及场站布局等[1~4]。然而，

以供需静态匹配为核心的技术思路，对农村客运发展提升非常有限；正确认识农村客运价值

内涵，进而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使得农村客运动态伴随乡村振兴发展在当前显得尤

为重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3vtnLe8wjGzKuFL11D53pQ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   2023-02-0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6/31829.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1/3170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3vtnLe8wjGzKuFL11D53pQ


 

作者：刘川（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新闻    

16. 北京划定中轴线保护区域范围边界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2035 年)》近

日正式公布实施，首次明确中轴线保护区域具体范围边界，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共 51.3 平

方公里；北京市还将以“城”为本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中轴线上 20 条景观视廊、多条

文化探访路留住老城记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533 

来源：北京日报   2023-01-30             

 

17. 上海多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额超 1500 亿 

1 月 28 日，上海市黄浦区、杨浦区、宝山区分别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 2023 年上海市多个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启动。 

 

据悉，黄浦区今年计划新开工重大建设项目 24 个，其中 15 个于 28 日集中开工，总投资额

超过 553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05 万平方米，涵盖教育、卫生、市政、民生实事、商办楼宇

等多个领域；计划竣工重大建设项目 8 个，涉及投资 705 亿元，总建筑面积 135 万平方米。

160 街坊保护性综合改造项目、南京东路世纪广场改造等一批备受市民关注的重大项目规划

于 2023 年竣工。（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1/31/31699.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1-31    作者：丁艳彬        

 

18. 海关总署出台 20 项措施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近日，海关总署出台《支持和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全面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横

http://www.planning.org.cn/news/view?id=13533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1/31/31699.html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8990.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3-02-06        

          

19. 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 2 月 6 日零时起全面恢复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的通知》，为给

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提供更大便利，2 月 6 日零时起，全面恢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取消

经粤港陆路口岸出入境预约通关安排，不设通关人员限额。恢复内地居民与香港、澳门团队

旅游经营活动。（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8965.html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3-02-06           

        

 

20. 广东实施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 

广东省近日印发工作方案，明确实施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要求 2024 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 1900 公里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任务；2025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6200 公里

城市供水管道和 1450 公里排水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任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6/3184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6    作者：粤轩    

       

21. 减少建筑垃圾 90%以上！前海企业创新经验获住建部全国复制推广 

从世界杯历史上首座可完全拆解“绿色球场”——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 974 体育场，到深

圳前海深港创新中心、巴西南极科考站，前海区内企业中集集团用模块化建筑让“中国建造”

享誉世界。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8990.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8965.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06/31844.html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装配式建筑发展可复制推广经验清单（第一批）》，总结提

炼全国各地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中形成的有关政策引导、技术支撑、产业发展、能力提升、

监督管理、创新发展等方面经验做法。其中，前海区内企业中集集团“整体式钢结构集成模

块建筑系统”经验做法，获住建部发文推广。（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3894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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