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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筑业信息》 政策法规文件索引
（2022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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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发布部门

国务院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科学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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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部门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意见

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

关于做好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阶段性缓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

关于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的通知

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

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
行为的若干意见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的通知

发文字号

国办发〔2022〕30号

财建〔2022〕183号

发改办投资〔2022〕561号

发改规划〔2022〕960号

人社厅函〔2022〕99号

国科发社〔2022〕157号

建标〔2022〕53号

建城〔2022〕57号

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交公路发〔2022〕80号

批准部门

国务院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科学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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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部门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9.07

2022.06.14

2022.06.19

2022.06.21

2022.06.24

2022.06.24

2022.06.30

2022.07.07

2022.07.18

2022.08.01

实施日期

2022.09.07

2022.08.01

2022.06.19

2022.06.21

2022.10.31

2022.06.24

2022.06.30

2022.07.07

2022.09.01

2022.08.01

法规类别

营商环境优化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市场管理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农民工工资

科技综合规定与体改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城市规划与开发建设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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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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发布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上海市房屋建筑和燃气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工作
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2022年上海市建设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试
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

关于在本市民用和工业建筑中进一步加快绿色低碳建材推广应
用的通知（试行）

发文字号

沪建质安〔2022〕232 号

沪建安专〔2022〕2 号

沪建质安〔2022〕254号

沪肺炎防控办（2022）802号

沪建建材（2022）312号

批准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6.09

2022.06.14

2022.06.17

2022.06.27

2022.07.15

实施日期

2022.06.09

2022.06.14

2022.06.17

2022.06.27

2022.09.01

法规类别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疫情防控

环保综合规定

效力
级别

部门
规范
性

文件
和

工作
文件

序号

10

11

12

发布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件名称

关于修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建筑施工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书电子证照试运行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工人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建市〔2022〕59号

建办质〔2022〕34号

建办市〔2022〕40号

批准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8.02

2022.08.08

2022.08.29

实施日期

2022.08.02

2022.08.08

2022.08.29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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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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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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知

印发《关于合理确定建设工程工期和规范工期管理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强化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综合风
险分级管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验收服务指导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政办发〔2022〕16号

京建发〔2022〕229号

京建发〔2022〕236号

京建发〔2022〕252号

京建发〔2022〕242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4.25

2022.06.20

2022.07.01

2022.07.05

2022.07.07

实施日期

2022.04.25

2022.06.20

2022.09.01

2022.07.05

2022.07.07

法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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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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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1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市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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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加大本市建筑业援企稳岗力度进一步关心关爱建筑
工人群体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住建领域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具体措施》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建设工程高处坠落事故预防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工程建设领域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沪建建管联（2022）287号

沪建质安联（2022）423号

沪建质安（2022）421号

沪建建管〔2022〕447号

批准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11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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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8.16

2022.08.24

2022.08.24

2022.09.06

实施日期

2022.08.16

2022.08.24

2022.08.24

2022.09.06

法规类别

劳务用工管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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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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6

7

8

9

10

1

1

2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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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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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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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版）》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2022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无疫工地”创建工
作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建筑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关于印发《北京市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导则》的通知

关于在建筑施工许可审批中强化地下管线保护“八个一律”工
作措施的通知

关于废止《河北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
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关于稳定建筑业运行保障行业提质发展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西省建筑节能、绿色建筑与科技标准“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

关于提升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水平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西省骨干建筑业企业评选条件及量化标准（修
订）》的通知

关于印发《山西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发文字号

京建发〔2022〕259号

京建发〔2022〕260号

京建发〔2022〕293号

京建发（2022）309号

京建法〔2022〕325号

津住建政务〔2022〕35号

冀建建市函〔2022〕111号

冀建质安函〔2022〕264号

晋建市字〔2022〕111号

晋建科字〔2022〕114号

晋建科字〔2022〕133号

晋建市字〔2022〕144号

晋建市字〔2022〕150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7.15

2022.07.15

2022.07.28

2022.08.18

2022.08.25

2022.08.10

2022.06.20

2022.06.29

2022.06.28

2022.06.30

2022.07.21

2022.07.29

2022.08.05

实施日期

2022.07.15

2022.07.15

2022.07.28

2022.08.18

2022.08.25

2022.08.10

2022.06.20

2022.06.29

2022.06.28

2022.06.30

2022.07.21

2022.07.29

2022.08.05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环保综合规定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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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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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序号

1

1

2

1

2

1

2

1

2

1

2

1

发布部门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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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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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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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规定》的公告

关于印发《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管理规定》
的通知

关于应对散发疫情做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房屋市政工程“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
应用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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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苏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房屋建筑工程
篇（2022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业做优做强的若干意见

关于印发《浙江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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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
工程计价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福建省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调整新建住宅工程质量保修期的指导意见

发文字号

〔2022〕128号

吉建造站〔2022〕8号

吉建管〔2022〕31号

黑建规范〔2022〕3号

黑建规范〔2022〕4号

苏建函建管〔2022〕317号

苏建质安〔2022〕135号

浙政办发（2022）47号

浙建〔2022〕11号

闽建筑〔2022〕10号

闽建〔2022〕7号

鲁建质安字〔2022〕4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8.15

2022.08.24

2022.08.25

2022.07.01

2022.08.15

2022.06.29

2022.06.30

2022.07.13

2022.08.17

2022.06.30

2022.07.04

2022.06.08

实施日期

2022.08.15

2022.08.24

2022.08.25

2022.07.01

2022.09.10

2022.06.29

2022.06.30

2022.07.13

2022.09.15

2022.10.01

2022.07.04

2022.09.01

法规类别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疫情防控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质量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企业综合规定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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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序号

2

1

2

1

1

2

1

2

1

2

3

4

发布部门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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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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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称

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通知
(SDPR-2022-0160005)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担
保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发布《河南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过程结算
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业重点企业培育的通知

关于《湖南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实施细则》有关事项
的补充通知

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安全鉴定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落实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
定（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导则（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省建筑工地实施安全“晨会”制度方案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在建项目实名制管理“一地接
入、全省通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

建市〔2022〕54号

建科〔2022〕73号

豫建科〔2022〕207号

鄂建文〔2022〕27号

鄂建文〔2022〕29号

湘建建〔2022〕107号

湘建房〔2022〕122号

粤建规范〔2022〕1号

粤建市〔2022〕137号

粤建质函〔2022〕651号

粤建市〔2022〕16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6.20

2022.06.21

2022.07.12

2022.08.10

2022.06.22

2022.06.28

2022.06.14

2022.07.01

2022.06.14

2022.07.01

2022.07.26

2022.08.08

实施日期

2022.07.20

2022.06.21

2022.07.12

2022.08.10

2022.06.22

2022.06.28

2022.06.14

2022.07.01

2022.06.14

2022.07.01

2022.07.26

2022.08.08

法规类别

人事综合规定 职位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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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质量安全综合规定

劳务用工管理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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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

海南

重庆

西藏

甘肃

序号

1

2

3

1

2

3

4

1

2

3

4

1

1

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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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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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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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推进广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全流程
电子化的通知

关于印发《广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关于印发 《广西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十四五”发展规划》
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提升建筑工地实名制管理水平的通知

关于疫情期间建设工程计价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关于全面启用2.0版海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信息管理系
统的通知

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实施方案

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关于印发《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信用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关于培育新时代建筑企业自有工人调增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
通知

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更新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自治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生产标准化工地评选办法
（修订）》的通知

关于推广建筑保温结构一体化技术的通知

发文字号

桂建管〔2022〕13号

桂建管〔2022〕18号

桂建科〔2022〕5号

琼建管〔2022〕217号

琼建定函〔2022〕265号

琼建质监〔2022〕333号

琼建管〔2022〕328号

渝府发〔2022〕30号

渝建〔2022〕22号

渝建管〔2022〕223号

渝建人居〔2022〕26号

藏建质安〔2022〕381号

甘建科〔2022〕148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6.10

2022.07.18

2022.08.19

2022.06.22

2022.08.13

2022.08.29

2022.08.23

2022.06.15

2022.07.22

2022.08.22

2022.08.23

2022.07.07

2022.06.27

实施日期

2022.06.10

2022.07.18

2022.08.19

2022.06.22

2022.08.13

2022.08.29

2022.08.23

2022.06.15

2022.07.22

2022.08.22

2022.08.23

2022.07.07

2022.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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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用工管理

疫情防控

劳务用工管理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劳务用工管理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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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青海

新疆

序号

2

3

4

1

2

1

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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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名称

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费用中防疫抗疫费计取方法的
公告

关于印发《全省建筑工地强化常态化核酸检测及查验的实施细则》
的通知

关于印发《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
标定标办法》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推进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文字号

甘建公告〔2022〕160号

甘建发电〔2022〕161号

甘建建规〔2022〕6号

青建工〔2022〕162号

青建工〔2022〕222号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8.05

2022.08.10

2022.08.11

2022.07.18

2022.09.14

2022.06.30

实施日期

2022.08.05

2022.08.10

2022.08.11

2022.07.18

2022.09.14

2022.06.30

法规类别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招投标综合规定

工程建设综合规定

安全生产综合规定

信用建设

技术规程、技术标准 ●

级别

国家

序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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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

编号

GB 55033-2022

GB 55036-2022

GB 55032-2022

发文字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10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16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17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7.15

2022.07.15

2022.07.15

实施日期

2023.03.01

2023.03.01

2023.03.01

备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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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国家

各地

序号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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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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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名称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温拌沥青混合料超薄罩面技术规程

天津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

天津市城市快速路养护技术规程

住宅厨卫排气道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天津市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

天津市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标准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

建筑信息模型项目实施规程

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标准

编号

GB 55031-2022

（GB50213-2010）
局部修订的条文

DB/T29-210-2022

DB/T29-166-2022

DB/T29-301-2022

DB/T29-100-2022

DB/T29-201-2022

DB/T29-304-2022

DB13(J)/T8468-2022

DB13(J)/T8472-2022

DB13(J)/T8475-2022

DB13(J)/T8471-2022

发文字号

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2年第118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
告2022年第112号

/

/

/

/

/

/

2022年 第71号

2022年 第74号

2022年 第79号

2022年 第88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7.15

2022.07.27

2022.08.02

2022.08.02

2022.08.02

2022.08.02

2022.08.02

2022.08.02

2022.06.20

2022.06.27

2022.07.04

2022.08.01

实施日期

2023.03.01

2022.12.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09.01

2022.10.01

2022.10.01

2022.10.01

备注

/

经此次修改的原条文同时废止

原《温拌沥青混合料超薄面层技术规程》DB/
T29-210-2012同时废止

原《天津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
术规程》DB/T29-166-2010同时废止

/

/

原《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29-201-2010同
时废止

/

原《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编号DB13(J)133-
2012）同时废止

/

/

原《建设工程安全文明工地标准》（编号DB13(J)/
T100-2016）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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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各地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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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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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名称

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板应用技术标准、
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板建筑构造

卡槽限位连接钢丝网现浇混凝土内置保温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卡槽限位连接钢丝网现浇混凝土内置保温建筑构造

定位锚固钢网现浇混凝土内置保温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定位锚固钢网现浇混凝土内置保温系统建筑构造

底筋间接搭接叠合板技术规程

后植筋锚固组合梁法桩基静载试验技术规程

人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既有建筑供热系统改造图集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吊篮安全技术规程

山地单建式人行悬空设施技术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检查用表标准

建设工程地质钻探安全技术规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基桩竖向承载力自平衡法静载试验技术标准

编号

DB13(J)/T8480-2022、
DBJT02-214-2022

DB13(J)/T8481-2022、
DBJT02-216-2022

DB13(J)/T 8484-2022、
DBJT02-219-2022

DB15/T 2640-2022

DB15/T 2696-2022

DB15/T 2764-2022

DBJ/T03-124-2022

DBJ33/T1271-2022

DBJ33/T1274-2022

DBJ 33/T 1275－2022

DBJ33/T 1020-2022

DBJ 33/T 1276－2022

DBJ/T 13-183-2022

发文字号

2022年 第95号

2022年 第96号

2022年 第99号

〔2022〕106号

〔2022〕116号

（2022）135号

（2022）141号

/

/

/

/

/

闽建科〔2022〕11号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8.17

2022.08.17

2022.08.23

2022.07.13

2022.07.25

2022.08.24

2022.08.29

2022.03.23

2022.04.29

2022.05.10

2022.05.16

2022.05.16

2022.08.09

实施日期

2022.11.01

2022.11.01

2022.12.01

2022.08.01

2022.08.01

2022.11.01

2022.11.01

2022.08.01

2022.08.01

2022.08.01

2022.09.01

2022.08.01

2022.12.01

备注

原《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外墙板应用
技术规程》（编号为DB13(J)/T253-2018）和

《钢丝网架珍珠岩复合保温外墙板建筑构
造》（统一编号：DBJT02-133-2017，图集
号：J17J177）同时废止

/

/

/

/

/

/

/

/

/

《建筑工程地质钻探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DB33/1020-2005）同时废止

/

原《基桩竖向承载力自平衡法静载试验技
术规程》DBJ/T 13-183-2014同时废止



·22· ·23·

级别

各地

序号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发布部门

广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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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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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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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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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名称

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

海南省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建筑防水工程技术标准

超高性能混凝土-钢组合桥面结构技术标准

百年健康建筑技术标准

塔式起重机作业人员助力式攀爬防坠设施应用技术标准

甘肃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

沉管灌注桩施工技术规程

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标准

生态透水砖雨水收集工程技术标准

高强度耐候钢焊接施工标准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标准

建设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编制标准

编号

DBJ/T45-134-2022

DBJ46-063-2022

DBJ50/T-419-2022

DBJ50/T-423-2022

DBJ50/T-424-2022

DBJ50/T-425-2022

DBJD25-98-2022

DB62/T 3217-2022

DB62/T3115-2022
（替代DB62/T25-3115-2016）

DB62/T 3218-2022

DB62/T 3219-2022

DB62/T 3220-2022

DB62/T 3222-2022

发文字号

桂建标〔2022〕5号

琼建规〔2022〕10号

/

/

/

/

甘建公告〔2022〕201号

/

/

/

/

/

/

批准/
发布日期

2022.07.14

2022.06.16

2022.07.07

2022.08.25

2022.09.06

2022.09.06

2022.09.05

2022.04.14

2022.04.14

2022.04.14

2022.04.14

2022.04.14

2022.04.14

实施日期

2022.10.01

2022.08.01

2022.10.01

2022.12.01

2022.12.01

2022.12.01

2022.09.05

2022.07.01

2022.07.01

2022.07.01

2022.07.01

2022.07.01

2022.07.01

备注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