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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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建部发文从推进统一建筑市场体系建设、优化招投标竞争环境、畅通民营建筑企业

沟通渠道等 6 方面，支持民营建筑企业发展 

⚫ 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印发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通知，明确养老机

构、企业集团内无偿借贷免征增值税等政策 

⚫ 国务院印发文件要求在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 

⚫ 财政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要求应强化

“三代”税款手续费预算绩效管理 

⚫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为乡村旅游发展引入金融活水，明确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目标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

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 

⚫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带动

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 

⚫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台，鼓励投资性机构和服务型机构共同参与 

⚫ 发改委印发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清

单的通知，进一步完善联审批制度，规范投资审批行为，提升投资审批“一网通办”

水平 

⚫ 生态环境部公布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要求新建炼油等化工石化项

目、跨省铁路等交通运输项目、部分水电站等能源项目，以及其他可能造成重大环境

影响的项目，仍由生态环境部审批环评文件，统筹做好审批服务和严格准入 

⚫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

业教育 

⚫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建

设与运营，并鼓励智库参与都市圈建设决策咨询，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 

⚫ 交通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初期运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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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估报告的要求 

⚫ 中国建筑协会公布 2018～2019 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入选

工程名单，共有 121 个项目入选，143 家企业承建，331 家企业参建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

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要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

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 国务院批复了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在科技领域积极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文化、旅游等领域，探索发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模式 

➢ 地方政策提要 

⚫ 福建确定了 1565 个 2019 年度省重点项目，总投资 3.85 万亿元，项目涵盖机场、高铁、

高速公路、保障房、医院、学校、景区、产业园、新能源汽车、物流中心 

⚫ 南京公布 2019 年市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按照 ABC 分类管理要求安排 349 个项目，其

中 A 类项目 296 个，B 类项目 21 个，C 类项目 32 个。A 类和 B 类项目列入 2019 年市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 3533.7 亿元 

⚫ 河南发布关于印发 2019 年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项目共计 910 个，总投资 3.1 万

亿元 

⚫ 贵州安排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 2738 个，2019 年计划投资 7204 亿元。其中：收尾项

目 323 个，总投资 377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22 亿元 

⚫ 2019 年四川省重点项目名单正式出炉。全省重点项目共 700 个，其中，续建项目 476

个， 新开工项目 224 个  

⚫ 河南认真组织梳理形成了“7819”扩大有效投资行动项目清单 

⚫ 福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实施意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探索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文物保护利用基金 

⚫ 湖南加快推进特色产业小镇建设专项实施方案，力争到 2021 年，湖南特色产业小镇形

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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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2019 年度部门预算公开，强调要全面防控投融资风险，加强债券特别是短融、超

短融债券风险排查 

⚫ 湖北发布 2019 年全省住建重点工作责任分工分解方案，聚焦聚力营商环境优化，打造

“放管服”改革升级版 

⚫ 西安从实降低企业税费、支持民营工业企业发展等 16 个方面，共 56 条具体措施 

⚫ 甘肃发布 58 条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包含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财税支持、强化

融资服务、降低经营成本、加大培育力度、强化人才支撑、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强

组织保障等 8 个方面 

⚫ 深圳设十类海绵城市建设资金奖励，社会资本新建项目配建海绵设施奖励，最高奖励

1000 万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亚投行发布《2019 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2019 年亚洲基建项目融资工作稳步推进，

融资处于拐点 

⚫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要加快启动区重点项目建设，优

先推进生态建设，完善配套公共设施，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 黑龙江公路建设首个 PPP 模式项目正式签约，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 广西在十大领域补短板促投资，推进重点 PPP 项目建设 

⚫ 全国首单含权地方政府债券在深交所成功发行，募资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

项，在全国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部署推动家政服务 

⚫ 民政部：推动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市场 

⚫ 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地方债发行提速，年内已发规模 6156 亿元 

⚫ 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启动专题会议在京召开，围绕“政府支持、社会运营、合

理定价”，深入开展城企合作 

⚫ 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 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专家表示随着 PPP 项目逐步进入运

营期，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已经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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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银行 2019 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召开，金融乱象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金融运行整

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 国资委肖亚庆：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是国企民企今后合作重点 

1.3 本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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