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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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 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对开展 PPP 工作的各参与方

的绩效管理职责和评价内容进行规定 

⚫ 国务院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

营性项目为主 

⚫ 发改委重申了《政府投资条例》的重要性。要求加强《条例》培训和普法宣传、全面

清理不符合《条例》的现行制度规定、加快《条例》配套制度建设 

⚫ 国务院提出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加快推动

乡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 

⚫ 国务院鼓励各类资本在具备条件的国家级经开区投资建设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省级人

民政府可将此类投资纳入当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并予以支持 

⚫ 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化 

⚫ 四部门圈定今年降成本的八大重点任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企业

收取保证金行为的检查指导力度，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 

⚫ 银保监会允许和规范保险资金参与信用衍生产品业务行为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提出多渠道筹集公租房源，明确落实各项支持政策 

⚫ 国务院明确了实施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并细化了重大行政

决策的作出程序 

⚫ 国务院明确海南的战略定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样板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 

⚫ 国家发改委提出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和定价项目层级。严格按照“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

就让市场来调节”的原则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 

⚫ 国家发改委明确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主要措施，修订了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 自然资源部修订《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增设‘土地供应基本规定’章节，明确

了产业用地政策的适用情形和具体政策依据 

⚫ 国务院明确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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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一张图” 

⚫ 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 国务院提速数字乡村建设，鼓励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 七部委支持邮政、快递企业联合其他涉农主体积极参与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建设，推进

邮政业服务乡村振兴 

⚫ 自然资源部制定了乡村规划工作目标，布置了主要工作任务，探索规划“留白”机制 

⚫ 四部门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住建部、发改委鼓励政府投资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 

⚫ 国务院要求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2019 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要求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 

⚫ 交通运输部等十二部门和单位印发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 年） 

⚫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扩大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范围，逐步将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的政府资本，以及部分金融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2020

年）纳入报告范围 

⚫ 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通过竞争性评审方式确定 2019 年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试点城市，对入围城市，每个支持 4 亿元，资金分年拨付 

⚫ 财政部要求地方财政局抓紧梳理入库 PPP 项目纳入政府性债务监测平台情况 

➢ 地方政策提要 

⚫ 青海省下达了 2019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共计 190 项，项目总投资 6481

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150.5 亿元 

⚫ 天津市 2019 年拟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274 项，总投资 9049 亿元，年度投资计划 1544.6

亿元；重点前期项目 138 项，总投资 2598 亿元；重点储备项目 96 项，总投资 3463.3

亿元 

⚫ 江苏省鼓励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 

⚫ 江苏省财政厅要求地方财政局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财政监督 



明树数据 www.bridata.com 

5 

 

⚫ 湖南省深化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实行联合审图和联合验收 

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湖南发布推介一批前期工作成熟的重大项目和配套政策。2019 年湖南省计划实施基础

设施等关键领域补短板重点项目 148 个，总投资 1.68 万亿元 

⚫ 李克强 5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措施，

支持企业纾困化险、增强发展后劲 

⚫ 孟玮表示《政府投资条例》重点从三个环节对政府投资行为做了规范 

⚫ 韩志峰副司长指出《政府投资条例》是目前我国法律效力最高的规范政府投资的行政

法规，有利于规范有序推广 PPP 模式 

⚫ 主题为“产学相长，有序推进——共筑 PPP 美好未来” 第四届中国 PPP 学术高峰论坛在

重庆大学开幕 

⚫ 发改委召开电话会议，推动落实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 江苏省财政厅启动 PPP 项目违约防范与处置机制调研工作 

⚫ 北京 2019 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 1107 亿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土地储备等重点领域

和重大工程 

⚫ 交通部务会议强调，要以解决“两通”问题为重点领域，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为重点区域，聚焦短板弱项，攻克坚中之坚 

⚫ 江苏 2018 年至 2022 年，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城市轨道和城市快速路建

设投资总规模力争突破一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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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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