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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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政部印发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振市场规范运作 PPP
项目的信心

⚫

教育部下文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支持教
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

教育部发文要求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督促民办义务教育招生规模占
比偏高的地方增加公办学校资源供给，合理调整招生计划

⚫

发改委发文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加大对公铁、铁水、空陆等不同
运输方式的转运场站和“不落地”装卸设施等的投入力度

⚫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多方资本
参与，加快超高清视频产业化进程

⚫

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指南

⚫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中国科协办公厅组织开展 2019 年“创响中国”系列活动，鼓
励各类社会力量参与活动组织，通过组织融资对接、成果交易等各具特色的活动交流
创业体会，分享发展经验，支持国际化、多元化创新合作

⚫

生态环境部印发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加强对已经和正在
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调查和评价

⚫

国税局关于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的决定，此次决定取消的 12 项税务证明事项

⚫

财政部下发文件，中央财政不再安排 PPP 项目以奖代补资金

⚫

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发文深化增值税改革，创新集成推出 20 项硬举措，要求各地税务
机关通过多种方式深化增值税改革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落实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鼓励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等方式支持引导经营主体投资发展森林康养产业

⚫

发改委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切实降低偏高的景区门票及景
区内配套游览服务价格，确保降价取得实效

⚫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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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鼓励产业园统筹整合相关资金渠道，创新投资、建设、运营方式，通过 PPP、政府
购买服务、贷款贴息等方式，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建设产业园
⚫

发改委、住建部提出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培育发展投
资决策综合性咨询和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

⚫

国务院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9 年上半年，全国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 120 个工作日以内

⚫

住建部关于实行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制的通知，简化审批流程、加强事后监
管、完善诚信建设

➢ 地方政策提要
⚫

四川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开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补短板，明确 2019—2021 年三年期间
补短板总体方向、着力重点和重大项目

⚫

石家庄市出台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方案，到 2020 年，全市要新增生活垃圾收转
运设施 160 座，新增运输车辆 563 辆，新增转运能力 1.02 万吨/日

⚫

湖南下达湖南省 2019 年 PPP 项目前期工作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严格筛选了 44 个 PPP
项目，拟纳入 PPP 项目前期工作投资补助计划

⚫

陕西公布 2019 年重点项目年度计划，共计 600 项，续建项目 262 项，总投资 17087 亿
元；新开工项目 123 项，总投资 7787 亿元

⚫

2019 年山西重点工程项目敲定，2019 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共 266 项，其中建设项
目 195 项，前期项目 71 项

⚫

江苏财政厅出台进一步提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质量的意见，强
化 PPP 项目信息披露质量“硬约束”

⚫

山东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绩效管理年”活动，加强 PPP 项目绩效管理，要
求 PPP 项目在运营期至少每年度开展 1 次绩效评价工作

⚫

郑州市发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并给予特定奖励

⚫

江苏公布 2019 年度第一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入库和试点项目，南京牛
首山金陵小镇项目等 18 个项目，总投资 387.0875 亿元,作为江苏省 2019 年度第一批 PPP
入库项目

⚫

云南下发云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规划到 2020 年底投资 50.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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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5 座；2030 年全省拟建共 30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

广东下达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 84380 万元，采用因
素法切块、直接安排两种方式进行分配共安排资金 84380 万元

⚫

山东从实施简政放权、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深化建筑业改革、鼓励企业创新创优、财
税金融扶持、强化监管服务等 6 个方面，明确支持建筑业改革发展

⚫

江苏财政部下达示范项目奖补通知，2019 年第一批 PPP 项目奖补资金 740 万元

⚫

江苏进一步加大配套激励支持力度，配套激励措施由 2017 年出台的 24 项增至 35 项

⚫

天津市发文统筹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审批、以及项目资金管理以及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
的验收及后评价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议题，多部委释放出促民营企业发
展的利好信号

⚫

财政部公布数据，2019 年 1-2 月地方债发行近 8000 亿，超 2 万亿专项债提速发力补短
板

⚫

北京大学 PPP 研究中心《当前中国 PPP 发展的若干关键问题》课题组，深入探讨 PPP
项目涉及的政府支出责任与地方政府债务关系、公共服务均等化、部分重点领域运用
PPP 模式的实施路径等相关问题

⚫

工行开售首批柜台地方政府债，宁波、浙江、四川、陕西、山东、北京六个省市成首
批试点城市

⚫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 峰会召开，要求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依法合规采用 PPP
等多种方式调动社会资本投入补短板重大项目

⚫

2019（第十七届）水业战略论坛召开，聚焦水行业内最具共鸣性热点话题

⚫

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召开，鼓励借款国增强他们自己管理债务的能力，亚投行不
能简单复制，要用全新的理念和实践为全球化“铺路”

⚫

“一带一路”国别咨询研讨会在京举办，各路专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供了很好的
建议，联合多方力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

文化和旅游部在京举行 2019 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提出了支持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模式等新措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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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布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 2019 年 2 月报,主动退出管理库项目共
44 个

1.3 本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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