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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筑业信息》 政策法规文件索引
（2021年 6月编制）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法律

国务

院

规范

性

文件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1

2

3

1

2

3

4

5

6

发布部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

国务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5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件名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

关于开展2021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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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

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

关于印发《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技术导则》（修订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的通知

发文字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

国办发〔2021〕10号

安委办〔2021〕5号

国发〔2021〕7号

发改规划〔2021〕493号

建办市〔2021〕29号

建办质函〔2021〕217号

建村〔2021〕45号

建办科〔2021〕21号

发改环资〔2021〕827号

批准部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

国务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5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6.10

2021.04.07

2021.04.26

2021.05.19

2021.04.08

2021.05.08

2021.05.20

2021.05.25

2021.06.01

2021.06.06

实施日期

2021.09.01

2021.04.07

2021.04.26

2021.05.19

2021.04.08

2021.05.08

2021.05.20

2021.05.25

2021.06.01

2021.06.06

法规类别

法律修改

营商环境优化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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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2

3

发布部门

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规范施工现场建筑工人维权信息公开的通知

关于本市建设工程实名制考勤数据对接工作的通知（试行）

关于组织开展本市住建系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

发文字号

沪建安质监〔2021〕30号

沪建安质监〔2021〕31号

沪建办安〔2021〕001号

批准部门

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4.20

2021.05.10

2021.06.14

实施日期

2021.04.20

2021.05.10

2021.06.14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用工管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各地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 ●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北京

天津

河北

序号

1

2

3

1

1

2

3

发布部门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放心工地”评定及

奖励办法》的通知

关于发布《北京市建设工程预拌砂浆采购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关于做好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天津市绿色建筑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评定分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 《河北省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应用指南 （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民用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统一技术措施》的

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1〕94号

京建发〔2021〕113号

京建发〔2021〕154号

津住建科〔2021〕19号

冀建建市函〔2021〕50号

冀建质安函〔2021〕149号

冀建质安〔2021〕4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3.30

2021.04.23

2021.05.20

2021.04.29

2021.04.16

2021.04.29

2021.05.15

实施日期

2021.03.30

2021.04.23

2021.05.20

2021.04.29

2021.04.16

2021.04.29

2021.07.01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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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序号

1

2

1

1

2

3

4

1

2

1

2

3

1

发布部门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0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7部门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

文件名称

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通知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人实名

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

名制管理水平专项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1年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加快推进智慧工地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的通知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施工现场视频监控与环境信息化管理技术

导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意见

关于开展2021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1年江苏省建筑工地扬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

通知

关于推动浙江建筑业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文字号

晋建市字〔2021〕58号

晋建科字〔2021〕69号

内政办发〔2021〕21号

吉建管〔2021〕5号

吉建管〔2021〕6号

吉建安〔2021〕8号

吉建安〔2021〕9号

黑建工〔2021〕2号

黑建规范〔2021〕5号

苏交规〔2021〕2号

苏建质安〔2021〕77号

苏建质安〔2021〕76号

浙政办发〔2021〕1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4.12

2021.04.26

2021.04.15

2021.04.25

2021.05.20

2021.05.27

2021.05.27

2021.04.25

2021.04.20

2021.02.09

2021.05.19

2021.05.18

2021.03.31

实施日期

2021.04.12

2021.04.26

2021.04.15

2021.04.25

2021.05.20

2021.05.27

2021.05.27

2021.04.25

2021.04.20

2021.05.01

2021.05.19

2021.05.18

2021.03.31

法规类别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用工管理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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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浙江

安徽

福建

河南

湖北

湖南

序号

2

1

2

1

2

3

4

1

2

3

1

2

1

发布部门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提升建筑工人实名制平台管理的通知

关于规范我省建设工程人工价格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异常低价投标整治专项

检查的通知

关于抓紧做好实名制信息化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建市政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建市政工程安全质量工作的若干措施

关于印发《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在建项目拖

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实施办法（暂行）》《河南省建

筑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办法（暂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信息模型（BIM）

技术服务计费参考依据》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南省市政工程标准化技术指南》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北省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体系安全技术指南》等

四项安全技术指南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浙建建函〔2021〕159号

建标〔2021〕46号

建市函〔2021〕496号

闽建电〔2021〕11号

闽建办建〔2021〕3号

闽建建〔2021〕5号

闽建筑〔2021〕9号

豫建行规〔2021〕2号

豫建科〔2021〕111号

豫建质安〔2021〕158号

鄂建办头〔2021〕75号

厅头〔2021〕869号

湘建建〔2021〕60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5.10

2021.06.02

2021.05.24

2021.04.15

2021.04.16

2021.04.30

2021.05.28

2021.04.05

2021.04.26

2021.06.02

2021.04.07

2021.06.01

2021.04.08

实施日期

2021.05.10

2021.07.01

2021.05.24

2021.04.15

2021.04.16

2021.04.30

2021.05.28

2021.04.05

2021.04.26

2021.06.02

2021.04.07

2021.06.01

2021.06.01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农民工工资

招投标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信用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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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序号

1

2

3

1

2

3

4

1

2

1

1

2

发布部门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1部门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的

通知

关于印发“落实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的通知

关于促进广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实名制

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招投标及计价规定调整的通知

关于废止《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海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清单制+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

实施方案（1.0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1年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

方案》的通知

关于严格落实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的通知

关于印发《四川省结构优质工程评审办法》《四川省安全生产文明

施工标准化工地考核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提升装配式建筑发展质量五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粤办函〔2021〕51号

粤建城〔2021〕71号

粤建质〔2021〕83号

桂政办发〔2021〕41号

桂建函〔2021〕235号

桂建标〔2021〕6号

桂建管〔2021〕8号

/

琼建质函〔2021〕102号

渝建科〔2021〕23号

川建行规〔2021〕5号

川建建发〔2021〕110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4.19

2021.05.10

2021.05.27

2021.06.01

2021.04.08

2021.05.27

2021.06.02

2021.03.26

2021.05.31

2021.04.20

2021.04.19

2021.04.25

实施日期

2021.04.19

2021.05.10

2021.05.27

2021.06.01

2021.04.08

2021.05.27

2021.06.02

2021.03.26

2021.05.31

2021.04.20

2021.05.18

2021.04.25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招投标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行政审批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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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四川

贵州

西藏

陕西

甘肃

宁夏

序号

3

4

5

1

1

1

2

3

4

1

2

3

4

1

发布部门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等7部门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专业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使用有关问题

的通知

关于印发《四川省结构优质工程申报评审指南》《四川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标准化工地申报评审指南》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两年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1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施工过程结算的通知

关于做好不良气候条件下建筑施工安全防范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1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省预拌混凝土质量和工程质量检测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方案》的

通知

关于印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提升建筑品质落实建设单位工程

质量首要责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废止《关于印发〈甘肃省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通知》等 文件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川建人教函〔2021〕498号

川建质安发〔2021〕142号

川建质安发〔2021〕147号

黔建建字〔2021〕68号

/

陕建发〔2021〕1029号

陕建质发〔2021〕21号

陕建发〔2021〕104号

陕建质发〔2021〕27号

甘建质〔2021〕131号

甘建质〔2021〕147号

甘建质〔2021〕169号

甘建服〔2021〕178号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4.26

2021.06.03

2021.06.07

2021.04.16

2021.03.31

2021.04.08

2021.05.14

2021.05.27

2021.05.28

2021.04.23

2021.04.30

2021.05.25

2021.06.07

2021.05.11

实施日期

2021.04.26

2021.06.03

2021.06.07

2021.04.16

2021.03.31

2021.04.10

2021.05.14

2021.05.27

2021.05.28

2021.04.23

2021.04.30

2021.05.25

2021.06.07

2021.05.11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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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技术标准 ●

级别

国家

团体

本市

各地

序号

1

2

3

4

1

1

2

3

4

1

发布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建筑金属板围护系统检测鉴定及加固技术标准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标准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关于批准发布综合医院建设标准的通知

智慧体育场馆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桥梁顶升施工技术标准

钢桥面铺装工程应用技术标准

逆作法施工技术标准

预拌混凝土生产技术标准

斜插钢丝网架现浇内置保温剪力墙技术标准、斜插钢丝网架现浇内置保温

剪力墙构造

编号

GB/T51422-2021

GB/T51439-2021

GB/T50526-2021

建标110-2021

T/CCIAT0035-2021

DG/TJ08-2363-2021

DG/TJ08-2353-2020

DG/TJ08-2113-2021

DG/TJ08-227-2020

DB13(J)/T 8409-2021

DBJT02-193-2021

发文字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51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55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59号

建标〔2021〕36号

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告第035号

沪建标定〔2021〕182号

沪建标定〔2021〕183号

沪建标定〔2021〕222号

沪建标定〔2021〕298号

2021年 第3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4.09

2021.04.09

2021.04.09

2021.04.20

2021.05.18

2021.03.29

2021.03.29

2021.04.09

202.05.13

2021.04.13

实施日期

2021.10.01

2021.10.01

2021.10.01

2021.07.01

2021.07.15

2021.09.01

2021.09.01

2021.09.01

2021.09.01

2021.08.01

备注

/

/

原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程

技术规范》（GB50526-2010）同

时废止

原《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同时废止

/

/

/

原《逆 作 法 施 工 技 术 规 程》

DGJ08-2113-2012同时废止

原《预拌混凝土生产技术规程》

(DG/TJ08-227-2014)同时废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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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各地

序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发布部门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标准

模板早拆施工技术规程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程

电梯井道作业平台技术规程

全钢大模板应用技术规程

住宅室内装配化装修技术标准

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标准

城市停车场（库）设施配置标准

机喷抹灰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应用技术规程

编号

DB13(J)/T8404-2021

DB13(J)/T8405-2021

DB13(J)/T8406-2021

DB13(J)/T8407-2021

DB13(J)/T8408-2021

DB13(J)/T8411-2021

DBJ04/T414-2021

DBJ04/T253-2021

DBJ04/T417-2021

DBJ04/T410-2021

DB33/T1226-2020

DB33/T1232-2021

发文字号

2021年 第40号

2021年 第40号

2021年 第40号

2021年 第40号

2021年 第40号

2021年 第51号

公告〔2021〕6号

公告〔2021〕4号

公告〔2021〕8号

公告〔2021〕5号

公告〔2020〕59号

公告〔2021〕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4.14

2021.04.14

2021.04.14

2021.04.14

2021.04.14

2021.05.12

2021.04.01

2021.04.01

2021.04.01

2021.04.01

2020.12.14

2021.01.07

实施日期

2021.07.01

2021.07.01

2021.07.01

2021.07.01

2021.07.01

2021.08.01

2021.05.01

2021.05.01

2021.05.01

2021.05.01

2021.06.01

2021.06.01

备注

原《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制作与验收标准》（编

号为DB13(J)/T181-2015）及《装配式混凝土

剪力墙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规程》（编号为

DB13(J)/T182-2015）同时废止。

/

/

原《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标准》（DBJ04-

253-2007)同时废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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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各地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发布部门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基坑工程地下连续墙技术规程

挤扩支盘混凝土灌注桩技术规程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用表标准

装配式住宅统一模数标准

机制砂应用技术规程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施工及验收规程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技术标准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与治理要求

编号

DB33/T1233-2021

DB33/T1012-2021

DB33/T1237-2021

DB34/T 3834-2021

DB34/T 3835-2021

DB34/T 3826-2021

DB34/T 1468-2021

DBJ/T36-061-2021

DB42/T1651-2021

发文字号

公告〔2021〕2号

公告〔2021〕3号

公告〔2021〕11号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62号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63号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64号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65号

赣建科设〔2021〕11号

公告〔2021〕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01.14

2021.01.14

2021.02.08

2021.06.02

2021.06.02

2021.06.02

2021.06.02

2021.06.02

2021.04.20

实施日期

2021.06.01

2021.06.01

2021.06.01

2021.07.25

2021.07.25

2021.07.25

2021.07.25

2021.08.01

2021.06.01

备注

/

原《挤扩支盘混凝土灌注

桩 技 术 规 程 》（DB33/

1012-2003）同时废止

/

/

/

/

原地方标准《叠合板式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施工及验

收 规 程》（DB34/ 1468-

2011）同时废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