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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筑业信息》 政策法规文件索引
（2022年 6月编制）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国务

院

规范

性

文件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发布部门

国务院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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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4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

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故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关于深入推进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的通知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

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部2022年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的通知

关于做好2022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国函〔2022〕21号

安委〔2022〕6号

安委办〔2022〕6号

国办函〔2022〕39号

国办发明电〔2022〕10号

国发〔2022〕12号

建质电〔2022〕19号

建办城〔2022〕17号

建质规〔2022〕2号

建办厅函〔2022〕165号

建办城函〔2022〕178号

发改运行〔2022〕672号

批准部门

国务院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国务院

国务院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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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4部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3.09

2022.04.02

2022.04.04

2022.05.14

2022.05.24

2022.05.24

2022.03.25

2022.04.18

2022.04.19

2022.04.22

2022.04.29

2022.04.29

实施日期

2022.03.09

2022.04.02

2022.04.04

2022.05.14

2022.05.24

2022.05.24

2022.03.25

2022.04.18

2022.04.19

2022.04.22

2022.04.29

2022.04.29

法规类别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宏观调控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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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团体

规定

序号

7

8

1

2

3

4

发布部门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关于印发装配式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指南的通知

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

局的意见》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发文字号

财库〔2022〕19号

建办标函〔2022〕209号

/

/

/

/

批准部门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30

2022.06.09

2022.03.29

2022.04.10

2022.05.06

2022.05.23

实施日期

2022.07.01

2022.06.09

2022.03.29

2022.04.10

2022.05.06

2022.05.23

法规类别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营商环境优化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效力

级别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2

3

4

5

发布部门

市人民政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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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指南1.0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落实本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临时隔离点设置和管理的通知

关于本市建筑工地实施疫情防控分类管控的通知

发文字号

沪府办规〔2022〕5号

沪建办发联(2022)171号

沪建质安（2022）176号

沪建质安（2022）186号

沪建质安（2022）187号

批准部门

市人民政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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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3.28

2022.03.27

2022.04.05

2022.04.28

2022.04.28

实施日期

2022.03.28

2022.03.27

2022.04.05

2022.04.28

2022.04.28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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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 ●

效力

级别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6

7

8

9

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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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延长《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和《上海市建设工程

合同信息报送管理规定》有效期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建设工程履约及工程造价相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加强本市基坑工程复工阶段质量安全管控的通知

关于全面统筹做好建筑工地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知

发文字号

沪建建管〔2022〕203号

沪建标定〔2022〕207号

沪建安质监（2022）32号

沪建质安〔2022〕215号

批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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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18

2022.05.23

2022.05.30

2022.06.01

实施日期

2022.05.18

2022.05.23

2022.05.30

2022.06.01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章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山东

北京

序号

1

1

2

3

4

发布部门

山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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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文件名称

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企业和注

册人员市场行为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加强招标投标服务监管有关工

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2年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质量监督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发展规划》

的通知

发文字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47号

京建发〔2022〕69号

京建发〔2022〕79号

京建发〔2022〕78号

京建发〔2022〕8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3.14

2022.03.10

2022.03.15

2022.03.18

2022.03.23

实施日期

2022.05.01

2022.03.10

2022.03.15

2022.03.18

2022.03.23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招投标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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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北京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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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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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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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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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委托

质量检测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围挡标准化管理图集》的通知

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续的补充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智慧工地做法

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明确竣工联合验收办理环节和时限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2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

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2年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汛工

作要点》的通知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程造价和工期调

整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

管理图集（2022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指引（3.0版）》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2〕83号

京建法〔2022〕4号

京建法〔2022〕3号

京建发〔2022〕91号

京建发〔2022〕106号

京建发〔2022〕123号

京建发〔2022〕136号

京建发〔2022〕168号

京建发〔2022〕171号

京建发〔2022〕176号

京建发〔2022〕188号

京建发〔2022〕18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3.24

2022.03.25

2022.03.28

2022.03.30

2022.04.13

2022.04.21

2022.05.06

2022.05.19

2022.05.23

2022.05.24

2022.05.26

2022.06.02

实施日期

2022.03.24

2022.03.25

2022.03.28

2022.03.30

2022.04.13

2022.04.21

2022.05.06

2022.05.19

2022.05.23

2022.05.24

2022.05.26

2022.06.02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防汛抗旱

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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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北京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序号

17

1

2

3

4

5

6

7

1

2

3

4

1

发布部门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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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7部门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21部门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明确安全文明施工费中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费用标

准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导则（2022年

版）》的通知

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创建过程管理的

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2022年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关于有序做好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工作的通知

印发《关于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三条政策措施》的

通知

关于加强汛期暑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评标专家参加评标活动考勤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实施建筑业提质行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关于再次调整2018《山西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人工单价

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西省住建领域稳经济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办

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2〕190号

冀建节科函〔2022〕43号

冀建质安函〔2022〕148号

冀建质安函〔2022〕149号

冀建城建函〔2022〕247号

冀建节科〔2022〕2号

冀建建市〔2022〕2号

冀建质安函〔2022〕237号

晋发改法规函〔2022〕156号

晋建市字〔2022〕62号

晋建科字〔2022〕65号

晋建办字〔2022〕99号

内建质〔2022〕33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6.02

2022.03.29

2022.04.01

2022.04.01

2022.05.12

2022.05.27

2022.06.01

2022.06.09

2022.04.26

2022.04.28

2022.04.28

2022.06.09

2022.03.11

实施日期

2022.06.02

2022.03.29

2022.04.01

2022.04.01

2022.05.12

2022.05.27

2022.06.01

2022.06.09

2022.04.26

2022.04.28

2022.04.28

2022.06.09

2022.04.11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环保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劳务用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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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辽宁

吉林

序号

1

2

3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布部门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辽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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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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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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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辽宁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

员和技术工人配备标准(试行)》的通知

关于在房屋市政工程中开展严厉打击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

挂靠专项行动的通知

关于印发《辽宁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职业培训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施工扬尘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疫情常态

化防控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调整建筑工地工人宿舍住宿标准的补充通知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价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通知

关于开展工程质量标准化管理活动的通知

关于印发吉林省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工作手册的通知

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工

作的通知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许可证等业务办理有关事项的补充

通知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全省住建系统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辽住建安〔2022〕18号

辽住建〔2022〕18号

辽住建发〔2022〕4号

吉建管〔2022〕5号

吉建管〔2022〕7号

吉建管〔2022〕10号

吉建造〔2022〕2号

吉建安〔2022〕5号

吉建质〔2022〕2号

吉建管〔2022〕13号

吉建管〔2022〕17号

吉建安〔2022〕7号

吉建安委〔2022〕5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3.25

2022.04.08

2022.06.02

2022.04.11

2022.04.14

2022.04.18

2022.04.18

2022.04.22

2022.04.29

2022.04.29

2022.05.17

2022.05.25

2022.06.17

实施日期

2022.03.25

2022.04.08

2022.06.02

2022.04.11

2022.04.14

2022.04.18

2022.04.18

2022.04.22

2022.04.29

2022.04.29

2022.05.17

2022.05.25

2022.06.17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环保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劳务用工管理

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招投标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14· ·15·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福建

序号

1

2

1

2

3

1

2

3

1

2

3

4

发布部门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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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发布黑龙江省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技术导则的公告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技能工人配备标准（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苏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

关于印发《2022 年江苏省建筑工地扬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

通知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智慧工地建设的通知

关于印发《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评定分离”试点定标操

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浙江省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浙江省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导

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建筑业龙头企业（施工总承包企业）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

件（2022年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无障碍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建设技术导则》和《福

建省无障碍设施样板项目和样板区建设指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技能工人配备导则（试行）》的通知

发文字号

第1554号

黑建规范〔2022〕2号

苏建安生〔2022〕92号

苏建质安〔2022〕109号

苏建质安〔2022〕129号

浙发改公管〔2022〕79号

/

/

闽建筑〔2022〕4号

闽建筑〔2022〕5号

闽城建提升函〔2022〕17号

闽建筑〔2022〕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25

2022.06.15

2022.04.21

2022.05.24

2022.06.16

2022.03.28

2022.05.05

2022.05.17

2022.04.21

2022.05.06

2022.06.02

2022.06.02

实施日期

2022.04.25

2022.06.15

2022.04.21

2022.05.24

2022.06.16

2022.03.28

2022.05.05

2022.05.17

2022.04.21

2022.05.06

2022.06.02

2022.06.02

法规类别

环保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企业管理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16· ·17·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福建

山东

安徽

河南

湖北

序号

5

1

2

1

2

3

4

5

1

1

发布部门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6部门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7部门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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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延期实施《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

准施工招标文件（2022年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东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的

通知(SDPR-2022-0160002)

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发展规

划》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

批权限下放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城乡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导则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领域防止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关于切实加强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

投标活动管理的通知

关于建立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南省工程质量手册（防灾减灾及应急处置

专篇）》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北省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备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文字号

闽建筑函〔2022〕27号

/

鲁建节科字〔2022〕4号

建审函〔2022〕287号

建标函〔2022〕406号

皖人社发〔2022〕10号

建市函〔2022〕453号

建市函〔2022〕490号

豫建质安〔2022〕139号

鄂建文〔2022〕12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6.16

2022.03.14

2022.04.13

2022.04.12

2022.05.11

2022.06.01

2022.06.02

2022.06.12

2022.06.15

2022.04.15

实施日期

2022.06.16

2022.03.14

2022.04.13

2022.04.12

2022.05.11

2022.06.01

2022.06.06

2022.07.01

2022.06.15

2022.04.15

法规类别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行政审批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招投标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18· ·19·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湖北

湖南

广东

序号

2

3

4

5

1

2

1

2

3

4

5

发布部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7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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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湖北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型公共设施平战两用改造建设工作

的通知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

通知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应用磷石膏建

材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深化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放管服”改

革十条措施》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

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资料

统一用表》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2年全省建筑市场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试行)》的通知

发文字号

鄂建文〔2022〕14号

鄂建文〔2022〕13号

鄂建设规〔2022〕3号

鄂建文〔2022〕17号

湘建法〔2022〕41号

湘建建函〔2022〕75号

粤建质〔2022〕59号

粤建市〔2022〕49号

粤建科〔2022〕56号

粤建质〔2022〕70号

粤建科〔2022〕8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15

2022.04.19

2022.05.15

2022.05.15

2022.03.22

2022.05.19

2022.03.17

2022.03.23

2022.03.29

2022.04.17

2022.05.01

实施日期

2022.04.15

2022.04.19

2022.05.15

2022.05.15

2022.03.22

2022.05.19

2022.03.17

2022.03.23

2022.03.29

2022.04.17

2022.05.01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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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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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云南

序号

6

1

1

2

3

4

5

1

1

2

1

2

1

发布部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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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8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广东省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技术导则》《广东省

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技术导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标文件范本（2022年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进一步严厉打击建筑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海南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关于发布《2021海南省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综合定额（试行）》的

通知

关于切实加强工程建设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海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总承包（EPC）标准

招标文件（2022年版）》的通知

关于修订印发《重庆市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和市外企业入

渝信息动态监管规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支持建筑业企业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

关于印发《推动全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磷石膏喷筑式复合墙体计价定额项目（试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优化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安管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云南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发文字号

粤建城〔2022〕93号

桂建发〔2022〕5号

琼建管〔2022〕84号

琼建管〔2022〕101号

琼建规〔2022〕5号

/

琼建规〔2022〕6号

渝建管〔2022〕129号

川办规〔2022〕5号

川建建发〔2022〕115号

黔建建字〔2022〕37号

黔建建字〔2022〕49号

云建建〔2022〕44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5.06

2022.05.27

2022.03.07

2022.03.22

2022.04.08

2022.04.12

2022.05.10

2022.05.20

2022.06.09

2022.05.31

2022.04.27

2022.05.27

2022.04.15

实施日期

2022.05.06

2022.05.27

2022.03.07

2022.03.22

2022.05.01

2022.04.12

2022.06.01

2022.05.20

2022.06.09

2022.05.31

2022.04.27

2022.05.27

2022.04.15

法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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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20· ·21·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序号

1

2

1

2

3

4

5

6

1

2

1

2

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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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工作的

通知

关于印发《甘肃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关于建筑业企业新旧资质标准转换空档期内资质申办有关事

宜的通知

关于印发《甘肃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甘肃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住建领域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在招投标领域全面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通知

关于印发建设行业助企纾困13项措施的通知

关于印发《青海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落实安全生产“15 条措

施”工作责任清单》的通知

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夏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建设单位首要责任管理

规定》的通知

发文字号

陕建质发〔2022〕55号

陕建发〔2022〕126号

甘建发电〔2022〕64号

甘建服〔2022〕105号

甘建质规〔2022〕1号

甘建科规〔2022〕2号

甘建质〔2022〕135号

甘建建〔2022〕137号

青建工〔2022〕121号

青建工〔2022〕124号

宁党办〔2022〕26号

宁建规发〔2022〕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5.06

2022.05.16

2022.04.12

2022.04.29

2022.05.10

2022.05.24

2022.06.09

2022.06.13

2022.06.02

2022.06.02

2022.05.26

2022.03.22

实施日期

2022.05.06

2022.05.16

2022.04.12

2022.04.29

2022.05.10

2022.05.24

2022.06.09

2022.06.13

2022.06.02

2022.06.02

2022.05.26

2022.04.21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企业资质管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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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程、技术标准 ●

级别

国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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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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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名称

建筑装配式集成墙面

装配式建筑用墙板技术要求

防水卷材屋面用机械固定件

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

聚合物透水混凝土

炼铁工艺炉壳体结构技术标准

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

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编号

JG/T579-2021

JG/T578-2021

JG/T576-2021

CJ/T245-2021

CJ/T544-2021

GB/T50567-2022

GB50273-2022

CJ/T417-2022

发文字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1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18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19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20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1年第221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6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8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1.12.23

2021.12.23

2021.12.23

2021.12.23

2021.12.23

2022.01.05

2022.01.05

2022.02.11

实施日期

2022.03.01

2022.03.01

2022.03.01

2022.03.01

2022.03.01

2022.05.01

2022.05.01

2022.05.01

备注

/

/

/

原《虹吸雨水斗》（CJ/T245-2007）

同时废止

/

原国家标准《炼铁工艺炉壳体结构技

术规范》（GB50567-2010）同时废止

原国家标准《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273-2009）同时废止

原《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通用技术

条件》（CJ/T417-2012）同时废止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宁夏

新疆

序号

3

1

发布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9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

配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发文字号

宁建规发〔2022〕2号

新人社规〔2022〕2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07

2022.04.12

实施日期

2022.04.07

2022.05.01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农民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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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国家

各地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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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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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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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

外墙外保温用防火分隔条

特殊设施工程项目规范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

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房屋建筑统一编码与基本属性数据标准

天津市钢桥面环氧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

天津市全钢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

天津市城市绿化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备标准

建筑垃圾堆砌地建设标准

编号

CJ/T236-2022

JG/T577-2022

GB 55028-2022

GB 55027-2022

GB 55026-2022

GB 55025-2022

GB 55029-2022

GB 55023-2022

GB 55024-2022

JGJ/T496-2022

DB/T29-181-2022

DB/T29-303-2022

DB/T29-68-2022

DB/T29-300-2022

DB13(J)/T8464-2022

发文字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21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22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44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45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46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47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48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49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50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62号

/

/

/

/

2022年第3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2.11

2022.02.11

2022.03.10

2022.03.10

2022.03.10

2022.03.10

2022.03.10

2022.03.10

2022.03.10

2022.04.20

2022.05.23

2022.05.23

2022.05.23

2022.05.23

2022.03.30

实施日期

2022.05.01

2022.05.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07.01

2022.09.01

2022.09.01

2022.09.01

2022.09.01

2022.07.01

备注

原《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

门》（CJ/T236-2006）同时废止

/

/

/

/

/

/

/

/

行业标准《房屋代码编码标准》

（JGJ/T246-2012）同时废止

原 《天津市钢桥面环氧沥青

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

DB29-181-2008同时废止

/

原《天津市城市绿化工程施工

技术规程》DB/T29-68-2004

同时废止

/

/



级别

各地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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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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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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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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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混凝土密封反应粘结型系列材料防水构造

间隔梯形槽复合保温板应用技术标准

间隔梯形槽复合保温板建筑构造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技术标准

园林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程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程

地上式市政消火栓建设安装技术规程

墙壁式消防水池取水口建设技术规程

建筑工程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程

城镇道路施工区域市政临时工程技术规程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与运行监测技术规程

工程建设工法编制标准

烧结保温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建筑工程配建智能信包末端设施技术标准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检测技术规程

编号

DBJT02-212-2022

DB13(J)/T8466-2022

DBJT02-213-2022

DB13(J)/T8465-2022

DB23/T1673-2015

局部修订的条文

DB23/T3200-2022

DB23/T3199-2022

DB23/T3188-2022

DB32/T3810-2020

(修改)

DB33/T1264-2021

DB33/T1266-2021

DBJ33/T1268-2022

DBJ33/T 1269-2022

DBJ33/1260-2022

DBJ33/T1270-2022

发文字号

2022年第47号

2022年第60号

2022年第66号

2022年第1553号

2022年第1559号

2022年第1560号

2022年第1561号

苏建函科〔2022〕259号

/

/

/

/

/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22

2022.05.16

2022.06.07

2022.04.18

2022.05.24

2022.05.24

2022.05.24

2022.05.30

2021.12.27

2021.12.28

2022.02.23

2022.02.24

2022.03.24

2022.03.31

实施日期

2022.07.01

2022.08.01

2022.09.01

2022.05.18

2022.08.08

2022.08.08

2022.08.08

2022.05.30

2022.05.01

2022.05.01

2022.06.01

2022.07.01

2022.06.01

2022.07.01

备注

原《CPS反应粘结型系列材料防水构造》（统一编

号：DBJT02-90-2014，图集号：J14J139）同时废止

/

/

经此次修改的原条文同时废止

/

/

/

《规程》10.0.4条：工程竣工防雷装置子分部工程

验收前检测完毕后，应出具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应按本规程附录B编制

/

/

/

/

其中，第3.0.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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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各地

序号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发布部门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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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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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桁架加劲多腔体钢板组合剪力墙技术规程

海南省安居房建设技术标准

外包钢组合梁-钢管混凝土柱框架结构技术标准

塔式起重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技术标准

四川省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

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预制外墙接缝防水技术标准

四川省既有民用建筑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技术标

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

四川省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机制砂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信息化管理标准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制作与验收规程

建筑工程组合铝合金模板搭设工艺标准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规程

编号

DBJ33/T 1273-2022

DBJ 46-062-2022

DBJ50/T-413-2022

DBJ50/T-223-2022

DBJ51/T196-2022

DBJ51/T197-2022

DBJ51/T198-2022

DBJ51/T203-2022

DBJ51/T205-2022

DB62/T 3211-2021

DB62/T 3214-2021

DB62/T 3215-2021

DB62/T 3216-2021

XJJ145-2022

发文字号

/

琼建规〔2022〕7号

/

渝建标〔2022〕10号

川建标发〔2022〕57号

川建标发〔2022〕57号

川建标发〔2022〕57号

川建标发〔2022〕124号

川建标发〔2022〕124号

/

/

/

/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28

2022.05.26

2022.05.05

2022.03.17

2022.03.25

2022.03.25

2022.03.25

2022.06.10

2022.06.10

2021.12.10

2021.12.10

2021.12.10

2021.12.10

2022.04.15

实施日期

2022.08.01

2022.06.15

2022.07.01

2022.06.01

2022.08.01

2022.08.01

2022.08.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04.01

2022.04.01

2022.04.01

2022.04.01

2022.06.01

备注

/

/

/

原 《塔式起重机装配式预应力

混凝土基础技术规程》 DBJ50/

T-223-2015同时废止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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