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地新闻资讯》 

2023 年 2 月 14 日-2023 年 2 月 27 日 
 

政策法规/政策解读﹕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提出做好今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全

文共九个部分，包括：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政策保障

和体制机制创新。（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4/31980.html 

来源：新华社         2023-02-14        

 

2. 学习贯彻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㉑ | 提升住房品质 推进“新一代好房子”

建设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让人民住上更好房子”和“提升住

房品质”的高质量住房建设的重点工作要求，强调要“以努力让人民群众住上更好的房子为

目标，从好房子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区，从好社区到好城区，进而把城市规划好、建

设好、治理好”，“着力在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在增进民

生福祉、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展现新作为，着力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实

现新进展，着力在保障质量安全、为社会提供高品质建筑产品上作出新贡献，奋力开创新征

程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

砖加瓦、贡献力量”。（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4/32001.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14       作者：刘东卫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4/31980.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4/32001.html


 

                      

3.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将燃气、建筑工程质量等列为重点事项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明确：2023 年年底前，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动态更新机制，在部

分领域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按事项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完善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机制。到 2025 年，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建立健

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进一步优化协同监管机制和方式，大幅提升发现问题和处置风险能

力，推动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市场活力充分释放。（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0/3208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0       作者：宗边                   

 

4. 两部门征求意见：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为支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起草了《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于

近日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围绕住房租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以商业可持续为基本前提，重点支持自持

物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为租赁住房的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提供多元

化、多层次、全周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共 17 条。（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4.html 

来源：经济日报         2023-02-27       作者：姚进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0/3208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4.html


 

 

《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

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规划》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

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加强整体布局，按照夯实基础、赋能全局、强化能力、优化环境的战

略路径，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注入强大动力。（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f.mnr.gov.cn/202302/t20230228_2777050.html 

来源：新华社         2023-02-27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 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

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人民银行、

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印发《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 加快

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3〕178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产品设备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

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大有效投资和

消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302/t20230224_1349409.html 

来源：环资司         2023-02-24        

http://f.mnr.gov.cn/202302/t20230228_2777050.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302/t20230224_1349409.html


 

新闻/动态      

7. 我国城乡房屋建筑首次有了“数字身份证” 

2 月 15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情况，并答

记者问。 

 

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曲琦介绍说，通过这次普查，实现了住房

和城乡建设领域的很多“第一次”。其中，第一次全面摸清了我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的

“家底”，第一次形成了反映房屋建筑空间位置和物理属性的海量数据，城乡房屋建筑第一

次有了“数字身份证”。（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6/3203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16       作者：宗边        

 

8.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1/32117.html 

来源：央视新闻         2023-02-21       

 

9. 中国消费者协会：房地产依然“痼疾难除” 质量缺陷、强行交房、捆绑销售等问题明显 

2 月 15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2022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经统计，2022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6/3203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1/32117.html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15.19 万件，解决 91.58 万件，解决率 79.5%,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13.78 亿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 18032 件，加倍

赔偿金额 453 万元。2022 年共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149 万人次。根据 2022 年服务大类

投诉数据，房屋及建材类投诉事件共 35513 件，占比 3.08%。（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16/content_8909320.htm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2023-02-16       记者：顾爱龙 

         

10. 多地首套房贷利率再创新低 放款周期缩短 

随着信贷环境进一步优化，国内多个城市 2 月份房贷利率继续下降。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数

据显示，在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下，2 月份百城首套主流房贷利率再创 2019

年以来新低。23 城首套房贷利率下降，首套利率低于房贷利率下限（4.1%）的城市增加至

34 城。（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23/content_8911533.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3-02-23    记者：彭妍 

 

11. 加大住房租赁市场支持力度 央行、银保监会拟出台“金融 17 条” 

《意见》围绕住房租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以商业可持续为基本前提，重点支持自持物

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为租赁住房的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提供多元化、

多层次、全周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共 17 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加强住房租

赁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二是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三是加强和完善住

房租赁金融管理。（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27/content_8912439.htm 

来源：证券日报   2023-02-27    记者 ：韩昱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16/content_8909320.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23/content_8911533.htm
https://www.cqn.com.cn/fangchan/content/2023-02/27/content_8912439.htm


 

12. 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范 

自然资源部日前印发《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范》。 

 

此次发布的规范是为加强地图管理，规范公开地图内容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健康发展，服务社会公众。本规范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2/t20230220_2776253.html 

来源：人民日报   2023-02-20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2/t20230220_2776253.html


 

聚焦/探讨   

13. 多地推进住宅“上保险” 

住宅交房后出现质量问题，业主如何才能更加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近日，贵州省贵阳

市出台文件，试点实施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业主在发现房屋开裂、渗水等质量问题

时可以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得到及时的维修赔付服务，真正解决业主在房屋保修期内质量问题

维修难、赔付难、维权难等痛点难点，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除了贵阳，近年来，广州、成都、济南等多个城市也在探索实施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并取得一定经验成果，相关制度逐步完善。（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1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7       作者：江程 

    

14. “会呼吸的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助力建筑业实现“双碳”目标 

“这是被动房，170 平方米，传统住宅冬天暖气费得用几千元，而这儿只需交电费，花费算

下来只有传统住宅的五分之一左右。”日前，河北保定市民刘先生来到兰溪九章小区的新房，

一进屋，暖意融融。家里的智能显示屏显示：室外温度-8℃、湿度 24%，室内温度为 23℃、

湿度 48%。据了解，该项目是保定市主城区最大的被动式超低能耗住宅小区。 

 

超低能耗建筑的含义是：依据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

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从而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的室内环

境。（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6/32019.html 

来源： 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16       作者：江程 

  

 

15. 提升建筑抗震水平 全面筑牢安全防线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16.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16/32019.html


 

2 月 6 日，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两次 7.8 级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建筑和基础

设施受损。近期，我国甘肃、云南、广东等地也发生地震。 

 

在地震灾害中相当部分的人员伤亡主要是由于建筑物倒塌造成，可以说，建设工程抗震水平

直接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强化顶层设计做好立法保护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覆盖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安全

检查等环节的建设工程抗震管理体系。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城镇老旧建设工程、农村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措施不够等，破解这些难题就要从顶层规划和立法层面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1/3209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1    作者：纪沐辰         

 

16. 多举措多渠道多途径推动建筑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为提升建筑业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建筑业提质增效，

充分发挥建筑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青海、浙江温州、山东德州等省市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推进建筑业高质量持续稳定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12.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7    作者：纪沐辰            

 

17. 构筑数字底座 绘就智慧蓝图——多地布局新城建工作观察 

智能管理让基础设施更安全、数字赋能社区打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数字经济成

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布局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城建”），推进城市转型升级。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1/3209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12.html


 

 

党的二十大提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今年，多地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新城建

作为新阶段城市建设的重点任务，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让城市更聪明、生

活更便利。（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2/32126.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2    作者：盛卿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2/32126.html


 

地方新闻                

18. 北京今年住宅供地 1060 公顷与去年持平 

近日，北京市发布 2023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计划安排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3190 公顷至

3630 公顷。其中，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1060 公顷，与去年持平。包括产权住宅用地 800 公

顷，租赁住宅用地 260 公顷。 

 

根据供应计划，在土地供应导向上，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加强供需双向

调节。充分发挥土地出让收入在稳投资、促发展、保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房地产业向

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稳步提升租赁住房空间供给质量，选址布局优先向轨道交通站点和就

业密集地区集中，实现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转变。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重点

通过新建、改建、人才公租房纳统、市场房源、零散房源筹集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积极引导多主体、多渠道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需

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14.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7    作者：鹿鸣        

        

19. 《上海市建筑工地务工人员现场居住环境提升标准》出台 

日前，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台《上海市建筑工地务工人员现场居住环境提升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建筑工地生活区制定精细化标准。 

 

该《标准》主要内容涵盖三个方面：首次提出在建筑工地生活区实行物业化管理，切实做好

生活区内各项设施维护以及公共区域进行保洁，保障工人居住环境干净整洁。对生活区设置

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据不同使用功能进行有效分区，动静分离。进一步明确宿舍标准，对宿

舍最小尺寸和人均面积加以规定，并限制居住人数，确保工人舒适的居住体验。（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3.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14.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3.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7    作者：丁艳彬    

       

20. 《成都市绿色建筑促进条例》于 3 月 1 日起实施 

《成都市绿色建筑促进条例》日前已发布，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坚持绿色建筑高标准引领。对标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做法，要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基本级

及以上进行建设，工业建筑按照一星级及以上进行建设，提高建筑建设底线控制水平。明确

“绿色建筑执行要求”包含绿色建筑等级、建筑平均节能率、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规定市和

区（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提出具体的绿色建筑执行要求。（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7.html 

来源：成都住建   2023-02-27   

 

21. 广东实施五大行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日前，广东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动员大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张勇在会上表示，2023 年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紧盯县域、乡镇、乡村三个重点，实施五大行动，加强分类指导，

全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7.html 

来源：中国建设新闻网   2023-02-27    作者：马灿 

 

22.广东省重点工程深圳机场三跑道项目全面进入建设高峰期 

2 月 21 日，广东省重点工程——深圳机场三跑道扩建工程场地陆域形成及软基处理工程的

劳动竞赛活动正式启动。据悉，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74%的工程量，全面进入项目建设高峰

期。（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7.html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302/27/32207.html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41786.html 

来源：南方日报   2023-02-23    

 

22. 粤港澳携手打造开放创新金融枢纽！横琴、前海举行“金融 30 条”政策文件发布会 

2 月 24 日，广东省政府以视频连线中国人民银行、前海合作区的方式，在横琴合作区举办

《关于金融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横琴金融 30 条”）和《关

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前海金融

30 条”）政策文件发布会。横琴合作区管委会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广东省副省长、横琴合作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新，深圳市委常委、前海管理局局长曾湃出席并讲话。（部分节选） 

 

原文链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42452.html 

来源：南方网   202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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