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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筑业信息》 政策法规文件索引
（2020年 10月编制）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行政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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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发布部门

国务院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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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2个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7个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3个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7个部门

市场监管总局等6个部门

文件名称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

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

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全面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通知

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的通知

发文字号

国务院令第728号

国办发〔2020〕23号

国办发〔2020〕24号

国办发〔2020〕29号

建办〔2020〕47号

建办市〔2020〕25号

建办市函〔2020〕334号

发改基础〔2020〕1008号

工信部联企业〔2020〕108号

建市〔2020〕60号

建标〔2020〕65号

国市监注〔2020〕129号

批准部门

国务院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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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7个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3个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7个部门

市场监管总局等6个部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05

2020.07.10

2020.07.15

2020.09.01

2020.05.11

2020.06.11

2020.06.28

2020.06.28

2020.07.03

2020.07.03

2020.07.15

2020.08.04

实施日期

2020.09.01

2020.07.10

2020.07.15

2020.09.01

2020.05.11

2020.06.11

2020.06.28

2020.06.28

2020.07.03

2020.07.03

2020.07.15

2020.08.04

法规类别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营商环境优化

行政审批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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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工作文件等 ●

效力
级别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发布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5个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个部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4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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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
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件名称

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过程中企业经营资质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关于推广应用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指导图册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人社部发〔2020〕61号

建标规〔2020〕8号

发改高技〔2020〕1409号

建质规〔2020〕9号

建办质函〔2020〕489号

发改办法规〔2020〕727号

建办质函〔2020〕505号

批准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5个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个部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4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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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8.06

2020.08.28

2020.09.08

2020.09.11

2020.09.21

2020.09.22

2020.09.30

实施日期

2020.08.06

2020.08.28

2020.09.08

2020.09.11

2020.09.21

2020.09.22

2020.09.30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招投标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效力
级别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

2

3

发布部门

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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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推进房屋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标准提升工作的通知

关于在全市范围推行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许可“证照分离”改革举措的通知

发文字号

沪府规〔2020〕16号

沪建质安〔2020〕246号

沪建建管〔2020〕248号

批准部门

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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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23

2020.05.20

2020.05.20

实施日期

2020.08.01

2020.05.20

2020.06.01

法规类别

行政审批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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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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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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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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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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加快本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20 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加强文明施工
管理的通知

关于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使用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

印发《上海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关于印发《上海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贴息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加强招标人主体责任健全和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
理机制的通知

关于公布《上海市禁止或者限制生产和使用的用于建设工程的材料目录
（第五批）》的通知

发文字号

沪建建材〔2020〕299号

沪建建管〔2020〕304号

沪住建规范〔2020〕10号

沪建质安〔2020〕336号

沪建建管〔2020〕384号

/

沪发改规范〔2020〕12号

沪建建管〔2020〕434号

沪建建材〔2020〕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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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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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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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6.15

2020.06.19

2020.06.24

2020.07.03

2020.07.28

2020.08.06

2020.08.11

2020.08.24

2020.09.30

实施日期

2020.07.01

2020.08.01

2020.08.01

2020.08.01

2020.09.01

2020.08.06

2020.09.15

2020.09.01

2020.09.30

法规类别

营商环境优化

信用建设

信用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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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章

地方
名称

北京

序号

1

发布部门

北京市人民政府

文件名称

关于废止《北京市城市建设临时用地和临时建设工程管理暂行规定》等
10项规章的决定

发文字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92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6.08

实施日期

2020.06.08

法规类别

法规规章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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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章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北京

北京

序号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发布部门

北京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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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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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

关于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夜间施工手续办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
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垃圾
分类指引》的通知

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安全管
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管
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建筑业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2020版行政
处理部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社会投资低风险小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试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住宅工程质量保证书示范文本（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可不聘用工程监理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
险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93号

京建发〔2020〕161号

京建发〔2020〕176号

京建发〔2020〕181号

京建发〔2020〕198号

京建发〔2020〕206号

京建发〔2020〕228号

京建发〔2020〕229号

京建发〔2020〕231号

京建发〔2020〕244号

京建发〔2020〕245号

京建发〔2020〕252号

京建发〔2020〕25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29

2020.06.11

2020.06.22

2020.06.22

2020.07.01

2020.07.08

2020.08.03

2020.08.06

2020.08.07

2020.08.27

2020.08.31

2020.09.07

2020.09.09

实施日期

2020.10.01

2020.07.01

2020.06.22

2020.06.22

2020.07.01

2020.07.08

2020.08.03

2020.09.01

2020.08.07

2020.08.27

2020.10.09

2020.09.07

2020.11.01

法规类别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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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序号

13

14

1

2

1

2

3

4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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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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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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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部门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7个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等3个部门

文件名称

进一步做好本市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审
批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建筑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关于印发天津市建筑施工行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方案的
通知

关于印发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
评价评分表（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实施手册（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建筑市场主体失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

关于印发《河北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西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

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市禁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企业工资保证金银行保函和保证保
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0〕264号

京建法〔2020〕9号

津住建质安函〔2020〕127号

津住建建市函〔2020〕229号

冀建质安〔2020〕4号

冀建法改〔2020〕10号

冀建质安〔2020〕6号

冀建节科〔2020〕4号

晋建科字〔2020〕134号

内建质〔2020〕122号

内建市〔2020〕138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9.17

2020.09.28

2020.06.23

2020.08.28

2020.06.17

2020.07.08

2020.07.10

2020.09.01

2020.09.07

2020.06.10

2020.07.21

实施日期

2020.09.17

2020.09.28

2020.06.23

2020.10.01

2020.06.17

2020.07.08

2020.07.10

2020.09.01

2020.09.07

2020.06.10

2020.07.21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信用建设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环保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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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辽宁

吉林

江苏

浙江

安徽

序号

1

2

1

2

3

4

1

2

3

4

5

1

1

发布部门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3个部门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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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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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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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辽宁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实施
细则》的通知

关于启用建筑业企业资质电子证书的通知

关于废止《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
文件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通知

关于推进智慧工地建设的指导意见

印发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发展实施意见
的通知

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管的通知

关于印发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意见的
通知

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浙江省深化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十项重点》的通知

发文字号

辽住建〔2020〕56号

辽住建〔2020〕65号

吉建管〔2020〕12号

吉建管〔2020〕20号

吉建安〔2020〕25号

吉建办〔2020〕109号

苏建规字〔2020〕5号

苏建函价〔2020〕382号

苏建质安〔2020〕139号

苏建规字〔2020〕6号

苏建质安〔2020〕151号

浙建〔2020〕11号

建质函〔2020〕559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9.08

2020.09.29

2020.06.15

2020.08.04

2020.08.11

2020.09.14

2020.07.22

2020.08.18

2020.08.27

2020.08.31

2020.09.07

2020.07.31

2020.06.18

实施日期

2020.09.08

2020.10.01

2020.06.15

2020.08.04

2020.08.11

2020.09.14

2020.07.22

2020.09.01

2020.08.27

2020.10.01

2020.09.07

2020.07.31

2020.06.18

法规类别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法规规章清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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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投标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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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序号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1

2

发布部门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7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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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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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个部门

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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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个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引导建筑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工作方案

关于推进工程建设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应用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装配式建筑评价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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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结算办法（试
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推进建筑起重机械信息化管理的通知

关于调整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有关规则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房建和市政工程招标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东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型钢构件标准化技术要求》的通知

关于推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文字号

建市〔2020〕59号

建科函〔2020〕794号

建质函〔2020〕805号

建科〔2020〕60号

建审〔2020〕66号

闽建〔2020〕4号

闽建〔2020〕5号

闽建办建〔2020〕7号

闽建筑〔2020〕7号

闽建筑〔2020〕8号

闽建科〔2020〕9号

赣建扬尘〔2020〕1号

鲁建节科函〔2020〕7号

鲁建节科字〔2020〕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8.25

2020.08.26

2020.08.27

2020.09.04

2020.09.04

2020.08.03

2020.08.04

2020.08.06

2020.08.25

2020.08.30

2020.09.23

2020.07.08

2020.06.16

2020.06.19

实施日期

2020.08.25

2020.08.26

2020.08.27

2020.09.04

2020.09.04

2020.08.03

2020.10.01

2020.08.06

2020.10.01

2020.10.01

2020.09.23

2020.07.08

2020.06.16

2020.06.19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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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建设

招投标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16· ·17·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山东

河南

湖北

序号

3

4

5

6

7

1

2

1

2

3

4

5

6

发布部门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4个部门

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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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部门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9个部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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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个部门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加强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

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证保险工作的意见
（试行）

关于印发《山东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造品质提升技术指南》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东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指导意见（试行）

关于实施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的指导意见

关于印发《河南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加强省外建筑企业进鄂登记管理的通知

关于调整我省现行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定额人工单价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北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装配式建筑实体质量控制
分册》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北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工地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

发文字号

鲁建节科函〔2020〕8号

鲁建建管字〔2020〕8号

鲁建节科函〔2020〕10号

鲁建建管字〔2020〕10号

鲁建标字〔2020〕19号

豫建行规〔2020〕4号

豫建科〔2020〕370号

鄂建办〔2020〕41号

鄂建办〔2020〕42号

鄂建办〔2020〕46号

鄂建办〔2020〕52号

鄂建文〔2020〕12号

厅字〔2020〕225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14

2020.07.17

2020.08.19

2020.09.08

2020.09.17

2020.07.16

2020.09.29

2020.07.15

2020.07.15

2020.07.24

2020.08.27

2020.09.04

2020.09.21

实施日期

2020.07.14

2020.08.01

2020.08.19

2020.10.08

2020.09.17

2020.07.16

2020.09.29

2020.07.15

2020.08.01

2020.07.24

2020.08.27

2020.09.04

2020.09.21

法规类别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环保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18· ·19·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序号

1

2

1

2

1

1

1

2

3

4

1

发布部门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5个部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2个部门

重庆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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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

文件名称

关于大力推进浅层地热能建筑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操作指南（试行）》的
通知

关于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招标投标改革的实施
意见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
手册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修改《海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招标投标评标
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若干
政策措施的通知

关于优化调整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及工资保证金制度
的通知

关于印发《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
标准（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重庆市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四川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

发文字号

湘建科（2020）135号

湘发改公管规〔2020〕686号

粤建质〔2020〕103号

粤建市〔2020〕119号

桂建发〔2020〕9号

琼建规〔2020〕10号

渝府办发〔2020〕107号

渝建发〔2020〕7号

渝建质安〔2020〕33号

渝建科〔2020〕20号

川办发〔2020〕56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28

2020.09.09

2020.06.10

2020.07.17

2020.09.17

2020.07.02

2020.09.02

2020.07.06

2020.09.08

2020.09.21

2020.09.08

实施日期

2020.07.28

2020.09.09

2020.06.10

2020.07.17

2020.09.17

2020.07.02

2020.09.02

2020.07.06

2020.09.08

2020.09.21

2020.09.08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农民工工资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20· ·21·

效力
级别

各地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地方
名称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序号

2

3

4

5

1

2

1

1

2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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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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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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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8个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四川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建筑企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关于印发《四川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的通知

关于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的通知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印发《贵州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筑行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高原装配式建筑工程预算定额（试行）》的
通知

关于贯彻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
通知

关于明确建筑业企业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专业技术人员标准的通知

关于印发《陕西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陕西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川建质安发〔2020〕187号

川建建发〔2020〕265号

川建建发〔2020〕275号

川建质安发〔2020〕303号

黔建建字〔2020〕144 号

黔建建通〔2020〕79号

云建规〔2020〕6号

/

/

陕建发〔2020〕1060号

陕建发〔2020〕1077号

陕建发（2020）177号

陕建发〔2020〕112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06

2020.09.10

2020.09.22

2020.10.14

2020.07.24

2020.08.24

2020.08.20

2020.07.07

2020.07.13

2020.05.29

2020.06.17

2020.07.11

2020.09.10

实施日期

2020.07.06

2020.09.10

2020.10.01

2020.10.14

2020.07.24

2020.09.01

2021.01.01

2020.8.01

2020.07.13

2020.05.29

2020.06.17

2020.07.11

2020.09.10

法规类别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行政审批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环保综合规定



·22· ·23·

技术规程、技术标准 ●

级别

国家

序号

1

发布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标准规范名称

钢结构住宅主要构件尺寸指南

编号

/

发文字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2020年第178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31

实施日期

2020.07.31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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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2

3

1

1

2

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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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1个部门

甘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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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监督管理
的通知

关于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电子证照进一步优化施工许可办理等有关
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

关于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建筑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夏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电子招标投标
活动监督管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发文字号

陕建发〔2020〕1170号

甘建质〔2020〕267号

甘建质〔2020〕315号

甘建质〔2020〕320号

青建科〔2020〕182号

宁建（科）发〔2020〕9号

宁建（建）发〔2020〕3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9.17

2020.08.14

2020.09.30

2020.10.13

2020.07.19

2020.06.12

2020.07.27

实施日期

2020.09.17

2020.08.14

2020.09.30

2020.10.13

2020.07.19

2020.06.12

2020.07.27

法规类别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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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本市

各地

序号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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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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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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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建设工程班组安全管理标准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标准

天津市逆作法地下工程技术规程

天津市预应力混凝土矩形支护桩技术规程

城市轨道交通基坑内支撑支护技术标准

现浇混凝土内置双挂网保温板应用技术标准、
现浇混凝土内置双挂网保温板建筑构造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标准

既有建筑减震隔震加固技术规程

建筑基坑降水工程技术标准

建筑物移动通信（5G）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资料管理规程 第3部分
建筑给水排水 供暖及通风空调 建筑电气和电梯

城市轨道交通建筑信息模型数字化交付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盾构管片预埋槽道应用技术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资料管理标准

编号

DG/TJ08-2061-2020

DG/TJ08-234-2020

DB/T29-278-2020

DB/T29-270-2019

DB13(J)/T8369-2020

DB13(J)/T8370-2020、
BJT02-184-2020

DB13(J)/T8377-2020

DB13(J)/T8373-2020

DBJ04/T405-2020

DBJ04/T406-2020

DBJ04/T214（3）-2020

DBJ04/T413-2020

DBJ04/T409-2020

DBJ04/T289-2020

发文字号

沪建标定〔2020〕380号

沪建标定〔2020〕387号

津住建设〔2020〕26号

津住建设〔2020〕27号

2020年第86号

2020年第94号

2020年第109号

2020年第115号

公告〔2020〕20号

公告〔2020〕23号

公告〔2020〕24号

公告〔2020〕28号

公告〔2020〕29号

公告〔2020〕30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7.28

2020.07.28

2020.06.28

2020.06.28

2020.08.28

2020.09.01

2020.09.01

2020.09.27

2020.06.30

2020.06.30

2020.06.30

2020.07.16

2020.07.16

2020.07.16

实施日期

2021.02.01

2021.02.01

2020.09.01

2020.09.01

2020.11.01

2020.11.01

2021.01.01

2020.12.01

2020.09.01

2020.08.01

2020.09.01

2020.10.01

2020.10.01

2020.10.01

备注

原《建设工程班组安全管理标准》(DGJ08-2061-2009)同时废止

原《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排水管道施工及验收规程》(DGJ08-234-
2001)同时废止

/

/

/

/

/

/

/

/

原《山西省建筑工程施工资料管理规程》（DBJ04-214-2004)同时废止

/

/

原《建筑工程施工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J04/T289-2011）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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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各地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发布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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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标准规范名称

复合保温板与结构一体化建筑构造图集

复合保温板与结构一体化应用技术规程

预制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综合管廊结构技术规程

园林工程技术规程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标准

装配式混凝土桥墩应用技术规程

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控制技术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用表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用表标准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用表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建省房屋建筑加固工程预算定额

青海省被动式太阳能建筑评价标准

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轻型钢结构住宅技术规程

地下工程补偿收缩混凝土防腐阻锈防水抗裂技
术标准

编号

DBJ/T03-119-2020

DB15/T2003-2020

DB15/T2004-2020

DB33/T1200-2020

DB33/T1202-2020

DB33/T1201-2020

DB33/T1203-2020

DB33/T1206-2020

DB33/T1204-2020

DB33/T1205-2020

DB33/T1207-2020

FJYD-202-2020

DB63/T1790-2020

XJJ122-2020

XJJ121-2020

XJJ125-2020

发文字号

公告（2020）160号

公告（2020）162号

公告（2020）166号

2020年第25号

2020年第28号

/

2020年第29号

2020年第30号

/

2020年第33号

2020年第35号

闽建筑〔2020〕6号

2020年第7号

/

/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0.09.18

2020.09.24

2020.09.28

2020.06.02

2020.06.05

2020.06.05

2020.07.09

2020.07.13

2020.07.14

2020.07.14

2020.07.28

2020.08.07

2020.05.21

2020.06.03

2020.07.10

2020.10.15

实施日期

2020.10.01

2020.10.01

2020.12.01

2020.10.01

2020.10.01

2020.10.01

2020.10.01

2020.11.01

2020.11.01

2020.11.01

2020.11.01

2020.10.01

2020.08.01

2020.07.01

2020.08.01

2020.12.01

备注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