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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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获批，鼓励探索多元融资模式，规范 PPP 项目 

⚫ 汉江发展规划获批鼓励通过 PPP、设立引导基金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运营 

⚫ 国务院下文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对符合规定的 PPP 项目加大推进力度 

⚫ 财政部发文加强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管理，对民营企业参与的 PPP 项目要给予倾斜 

⚫ 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的通知，强调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 财政部定义“负债”，相关专家表示 PPP 项目的未来支出责任不是政府负债 

⚫ 五部委发文鼓励保险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各类机

构依法依规积极参与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 税务总局从减税降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帮扶、严格规范税收执法、加强组织实施 5

大方面 26 条措施，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 文化和旅游部等三部门发布 57 个“全国金融支持旅游扶贫重点项目”，湖南、云南两省

数量居首位。 

⚫ 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发文明确提出鼓励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

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采用 PPP 模式 

⚫ 住建部通知取消建筑业企业最低等级资质标准中关于持有岗位证书现场管理人员的指

标考核。 

⚫ 财政部贯彻落实中央预算绩效管理意见，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 

⚫ 国务院发文引导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2020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 

⚫ 发改委颁布投资咨询评估机构管理办法，将通过竞争方式择优选择投资咨询评估机构建

立“短名单”并实行动态管理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我国将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 地方政策提要 

⚫ 河北发布中小企业融资措施，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 

⚫ 江西省发文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进一步减税降费，落实增值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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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出台 36 条具体举措，从“减、奖、惠”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 江苏降低企业负担提出若干措施，预计为企业减负 600 亿元左右 

⚫ 山东就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提出意见，在 42 条举措中，9 条涉及基础设施建设 

⚫ 四川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治理方案，计划实施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项目共计 1837 个、增

加 229 个 

⚫ 四川、江西两省相继出台意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推动互联网医疗体系建设 

⚫ 上海市发布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计划，打造“双千兆宽带城市” 

⚫ 贵州发改委公布 10 个典型案例 2017 年基础设施领域 PPP 样板工程 

⚫ 四川规范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细化量化绩效指标 

⚫ 广西对符合标准的企业投资项目，由企业自主选择并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作出具有法律

效力的书面承诺，并进行公示 

⚫ 北京出台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实施意见，鼓励社会组织或个人以多种形式举办民办学校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肯定民营在经济发展作用，并提出激发民营经济的 6 大举

措 

⚫ 基础设施投融资研讨会议分别从投融资政策、保险资金投资、PPP 基金实践、工程咨

询服务等层面发表演讲 

⚫ 首届中国 PPP 法律论坛，200 余位来自财政部等其他机构的 PPP 业内人士参加。 

⚫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围绕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

民营企业发展、技术创新、就业市场形势发言 

⚫ 李克强总理访问新加坡，间新加坡正式宣布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 国务院国资委通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将紧密结合企业功能定位，分类分

层推进混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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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城投公司 2017 年主体信用评级情况发布会，城投公司主体信用评级集中在 AA 级

及以上 

⚫ 国家发展改革委派员参加联合国会议，助力欧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 PPP 模式 

⚫ 以新时代 好时代 大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18第四届中国PPP融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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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召开 

⚫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部门协调会谈特色小镇问题，规范市场

主体随意冠名特色小镇的行为 

⚫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常会，听取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决定开展中国营商环境评价 

1.3 本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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