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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要点提示 

1.1 本月政策提要 

➢ 中央政策提要 

⚫ 财政部下达 105 亿普惠金融专项资金，394 个 PPP 项目总获 23 亿以资代补奖励 

⚫ 国办发布基础设施补短板指导意见：规范有序推进 PPP，保障融资平台正常融资需求 

⚫ 十三部委联合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建设 

⚫ 财政部下达通知，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将实施降费奖补的优惠政策 

⚫ 国家首个涉水攻坚战实施方案出炉，划定黑臭水治理时间表和明确城市治理路线图 

⚫ 国务院印发调整运输结构行动计划，明确三年计划目标和实施的六大行动方案 

⚫ 2018 年黑臭水体治理 20 个示范城市公布，示范城市或获得中央财政 6 亿元补助资金 

⚫ 2018 年文化产业基金申报正式开始，专项资金申请又有重大调整 

➢ 地方政策提要 

⚫ 江苏明确特色小镇内涵要义，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发展 

⚫ 江苏九部委联合发文明确绿色金融发展方向，涉及 10 大项 33 条具体措施 

⚫ 江苏省财政厅修订 PPP 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持续高质量推动省内 PPP 工作开展 

⚫ 河北出台康养产业发展意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康养产业，打造环京津康养产业平台 

⚫ 天津出台相关意见，鼓励社会力量以 PPP 模式建设职业教育基础设施 

⚫ 北京多部门联合出台新规，完善棚改计划管理工作 

⚫ 安徽物价局发布通知规范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价格和收费机制 

⚫ 深圳出台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规范项目后评价 

⚫ 甘肃出台政策，通过推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源竞争出让、盘活有效存量资

产、鼓励开展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补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中国 PPP 投资论坛召开，全球首个政信金融发展指数-中国政信金融发展指数发布 

⚫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  

  业融资难  

⚫ 财政部公布项目库重大变化，三季度共 538 个总金额 9000 亿 PPP 项目被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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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办会议明确将继续推动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落实落地，作为进一步落实  

“六稳”的突破口，工行表示已跟近 50 家大中型民企发成初步债转股意向 

⚫ 国务院金稳会召开会议提出完善银行考核体系，提高民营企业授信考核权重 

⚫ 10 月高层在多种场合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发表密集讲话 

⚫ 国务院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座谈会指出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1.3 本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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