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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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央行、证监会、发改委联合发文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强化监管执法，加强协同配合，

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执法机制 

⚫ 发改委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实行"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模式 

⚫ 财政部发布通知下达 2018 年第二批、第三批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其中

第二批金额为 349 亿元、第三批金额为 197.8 亿元 

⚫ 财政部颁布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特别强调发行专项债券应当严格披露预期收益和

融资平衡方案等相关项目信息 

⚫ 国家发改委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清理规范，目录清单实施动态调整，调整周

期最长不超过一年。 

⚫ 人社部牵头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强调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供给体系 

⚫ 自然资源部发文通知关于批而未供土地处置有关问题，县人民政府按相关规定，逐级报省

级人民政府申请调整用地实施方案 

⚫ 六部门妥善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促进乡村振兴 

⚫ 文化旅游部公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区建设工作。 

⚫ 国务院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相关规定，在投资和融资方面，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 

⚫ 国务院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产

业发展投资基金 

⚫ 国务院发文将 2016 年实施的 24项督查激励措施调整增加为 30项督查激励措施，对落实

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 

⚫ 国家发改委再批复上海、杭州城轨道交通新一轮规划 

⚫ 交通运输部公布公路法修正案草案等“一法两条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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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策提要 

⚫ 新修订的广东省实施招标投标办法明年 3 月实施，禁止抽签摇号等评审 

⚫ 山东打好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 山东打响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2020 年省控重点河流消除劣五类水体 

⚫ 江苏出台采购信用管理办法，健全守信激励、失信约束机制，规范政府采购活动。规范政

府采购活动。 

⚫ 深圳市出台政策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拟设立总规模 1000亿元的深圳市民营企业平稳发展

基金 

⚫ 内蒙古制定 26 条措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

身和财产安全六个方面、共 26条具体措施 

⚫ 吉林出台 40 条举措推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实施 1000 户科技创新型企业培育计划 

⚫ 甘肃省下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规范降低涉企保证金和社保费率 

⚫ 资阳市发文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激发市场潜力参与养老服务业 

⚫ 辽宁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旅游业发展 

⚫ 江苏出台 PPP 全生命周期法律顾问制度，涵盖财政部和江苏省财政厅 PPP财政管理重点

环节和项目实施各项关键要点，精准防控各类风险 

⚫ 西安市印发特色小镇总体规划，目标培育创建 50-100个特色小镇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第三届中国 PPP 论坛在清华举办，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表示发改委、财政部正

在配合司法部抓紧起草 PPP条例，争取尽快出台 

⚫ 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研究报告发布，聚焦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及地方政

府债务管控 

⚫ 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 2018～2019 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本次入选工程 120

个，承建单位 108 家，参建单位 256家 

⚫ 审计署发布 2018 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此次抽查了 1510

个单位、3018个项目，涉及资金 4185.69 亿元 

⚫ 改革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抓紧健全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定调积极财政政策，明确较大幅增加专项债 

⚫ 财政部发布 2018 年 11 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全国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82903 亿元 

⚫ 交通运输部举行 12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从六个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建立民营资本

参与交通运输 PPP项目制度保障 

⚫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依法合规采用 PPP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补短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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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2019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

6.6%左右 

⚫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支持，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和发展信心；决定取消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 

⚫ 2019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召开，要求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 “全球 PPP50 人”论坛首届年会召开，王毅表示财政部将从厘清 PPP项目政府支出责任与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边界 

⚫ 全国财政会议召开，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

出，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负担。 

1.3 本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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