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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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重点承接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总部、
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非首都功能

⚫

发改委优化社会办医疗机构跨部门审批工作，支持社会办医发展

⚫

发改委批复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构建沿江地区中心城市与毗邻城市
交通圈

⚫

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地占用税法，要求以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
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

⚫

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下达 2019 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
务限额 5800 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8100 亿元，合计 13900 亿元

⚫

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州区承接北京市级行政办公功能疏解、
吸引中心城区商务服务功能转移

⚫

最高法通过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

发改委先后批复《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规划》和《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
期建设规划》，两个规划涉及投资 3786 亿元

⚫

住建部发布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工程项目信息数据标准，落实工程项目信
息归集监管责任，提高数据质量

⚫

财政部公布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有条件的中央部门根据本行业
特点制定专用资产配置标准

⚫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成
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城市

⚫

自然资源部规范未供土地处置有关问题，严禁新增以政府储备土地抵押融资行为

⚫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文要求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
免免征增值税

⚫

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要求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支持以
PPP 模式规范操作的绿色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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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中央环保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引入第
三方治理模式

⚫

国务院发文要求运用 PPP 等模式，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

科技部发布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规划，提出要实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1.5%以上

➢ 地方政策提要
⚫

天津推出民营经济“19 条”，从大力减免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途径促进民企发展

⚫

江苏公布首批江苏省 PPP 专家库 128 人名单予以公布，并将对专家库进行动态管理

⚫

西安印发《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35 年建成“美丽中国”西安样板

⚫

广西下发通知从项目立项入库、准入条件、项目监督管理、竣工验收、新增耕地确认、
指标归属等方面对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进行规范

⚫

广东省印发《广东省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办法》，首期出资规模 120 亿元

⚫

多家市属国企助力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设立，首期千亿元

⚫

江苏公布关于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更快更好参与乡村振兴意见，要求高质量实施乡村振
兴 PPP 项目

⚫

陕西印发《关于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发起设立 50 亿元民营企业
纾困基金

⚫

河北省发改委对外公示《2019 年河北省重点项目名单》，其中计划开工项目 100 个，
续建项目 100 个、保投产（含部分投产）项目 100 个、前期项目 100 个

⚫

雄安新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出台，要求全面引入 BIM、CIM、
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

陕西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
域发展

⚫

河南建立 PPP 项目联审机制，实施“综合审查”压减审批时限

⚫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发布 2019 年江西省重点招商项目，明确招商重点方向

⚫

河北发文规范有序推进 PPP 项目，支持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PPP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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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发布 PPP 项目管理库清单，要求对省级项目管理库动态清单进行跟踪管理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发改革委韩志峰就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意义、适用范围、工作机制等做出了重要解读

⚫

国常会部署加快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在建工程及补短板项目建设并带
动消费扩大

⚫

交通运输部召开部务会，要求扩大交通有效投资，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促进交通
运输新业态各领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国资委：央企金融衍生业务严禁投机 推进多领域专业化整合

⚫

北京市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要求规范推进 PPP 模式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运用 PPP
模式

⚫

财政部公布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2018 年地方债务余额 18.4 万
亿元，债务率 76.6%

⚫

首届开发性 PPP 论坛在京召开，《开发性 PPP 模式创新》课题研究正在开展中

⚫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
调 0.5 个百分点

⚫

北京大学发布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创新发展研究成果，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潜在市场
超万亿元

⚫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减免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

⚫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制定实施支持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环境政策举
措，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和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

⚫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8 年经济数据，2018 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63563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9%

⚫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公布 2018 年交通运输发展情况，2018 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18 万亿元，其中铁路完成 8028 亿元，公路水路完成 2.3 万亿元，民航完成 810 亿元

⚫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年报发布，PPP 管理库项目累计投资额 13.2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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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月小结

明树数据月度市场动态及政策动态报告，现已升级为付费服
务
付费后，可查看下载该报告全部内容
【单本报告】

【报告订阅】

付费后可查看下载您正在查看的
单本报告。

付费后，可在一年内免费查看、下载
已发布的月度市场报告和政策报告。

点击购买

点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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