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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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 国务院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

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国务院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 国务院支持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为 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出各有侧重的差别化改革试点任务 

⚫ 8 部门联合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要求发挥好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积极争取金融机构支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 发改委要求加快西部海陆新航道建设，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 

⚫ 三部委要求全面清理规范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今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得

以任何形式制定其它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 三部委切实做好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要求加快货车车型分类调整、科

学测算大件运输车辆收费系数、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加快货车 ETC 安装 

⚫ 三部委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建立全国统一的预约服务制度和信

用体系 

⚫ 交通运输部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强化项目支出事前绩效评

估，建立资金政策定期评估机制，扩大车辆购置税资金补助项目考评范围 

⚫ 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局部修订，主要修改了第 7 章防撞护栏防护

的部分设计标准 

⚫ 国务院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旅游、

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发展“互联网+生产” 

⚫ 六部门支持具备条件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项目开展 PPP，促进文化科技项目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双赢 

⚫ 国务院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用好各类资金支持

各地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探索旅游景区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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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收入权质押以及旅游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等贷款业务 

⚫ 五部委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进一步研究细化投资、创新、产业、土地、金融

等方面的支持政策，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示范园区和重点园区建设，将示范

区建设成效与中央预算内投资、各项支持政策相结合 

⚫ 国务院大幅压减企业资质资格认定事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压缩工程审批时间和

缓解，实行告知承诺制和设计人员终身负责制 

⚫ 发改委《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政治工作方案》重点整治招标单位限制、

排斥企业参与招投标的行为 

⚫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执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总承包单位代发工资、存储工资保证金等规定且拖欠的，取消建筑施工资质；工程转

包且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最初转包的发包单位承担清偿所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 自然资源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明确：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布局、

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安排 

⚫ 人大常委会修订《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

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 

⚫ 《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规定了学校、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铁路、公路、飞机

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水利工程等占用耕地税费减免的条件 

⚫ 银保监会明确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资产负债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资产负债管理体

系 

⚫ 三部门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等相关无形资产进行打包

组合融资，提升企业复合型价值，扩大融资额度 

⚫ 发改委要求加快脱贫攻坚重点项目建设，提出 5 项具体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依法依规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 

⚫ 三部门进一步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央财政 2019 年按照对 4 类重点对象在全国户

均 1.4 万元的基础上每户提高 2000 元、对其他危房户户均补助 1 万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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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策提要 

⚫ 河南提出权限内建筑类企业资质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审批，要求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事

后监管，加强诚信建设 

⚫ 北京提出市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企业通过股权合作、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

参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鼓励国有老字号企业引入各类社会资本 

⚫ 宁夏修订农民工工资保障办法，删除“未足额缴存工资保证金的，建设工程主管部门

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 重庆针对办理建筑许可、纳税、跨境贸易、劳动力市场监督、政府采购等 20个方面，

推出提升措施，取消、整合一批审批事项，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等实行告知承诺制 

⚫ 浙江提出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 100%网上办理

（涉密项目除外），9月底前推行施工图审查“自审备案制” 

⚫ 四川着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 广西要求完善农垦国有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和经营机制，优化资产结构。力争 2020年底

前，农垦国有土地资源资产化资本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 江苏出台绿色产业企业发行上市奖励政策，支持自去年 9月 30日起进入上市流程的省

内企业，主营业务符合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方向 

⚫ 江苏出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对自去年 9月 30日起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且保险标的位于省内的企业（单位）按不超过年度实缴保费的 40%给予补贴 

⚫ 江苏出台绿色担保奖补政策，支持自去年 9月 30日起为绿色债券、江苏省中小企业绿

色集合债提供担保的省内融资性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 

⚫ 广西要求做好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强化项目储备，精准聚焦中央和

自治区确定的棚户区改造、交通运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 

⚫ 广西印发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0年底，公共资源交易

实现全过程在线实时监管 

⚫ 四川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智慧产业园区，搭建产业园区云平台，积极发展智

慧医疗，推进数字化景区、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发展智慧交通物流 

⚫ 云南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全面推进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改造和建

设，强化设计、施工、监理等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 江苏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研究制定向社会力量购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服务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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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建立健全法人和自然人信

用基础数据库 

⚫ 湖南明确文化综合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涉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归属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管理的文化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及设备购置等 

⚫ 江西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养老服务项目库，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同时加大

财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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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月重要活动回顾 

⚫ 《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9）》推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审批制度改

革，施工许可申报材料由原来 13项调整为 5项，审批时限由原来 8个工作日调整为 5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实现全市范围施工许可审批网上发证 

⚫ 河南省长陈润儿要求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三、四季度大气污染主要指

标只降不升 

⚫ 文化旅游部通报了 5A景区存在的问题，要求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决策过程，上下联

动，内外联动，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景区质量提升 

⚫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有关同志介绍发改委统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培育发展平

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动能，重点开展了 5方面工作 

⚫ 广东省加快推进企业欠薪清偿工作，重拳治理政府机构失信问题，大力规制行政权力

滥用 

⚫ 发改委发言人表示，7月份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2个，总投资 705亿元，其

中审批 8个，核准 4 个，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等行业。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 2019年第三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共涉及工程建设、

加工制造等行业的 100家企业，总金额达 1.2亿元。 

⚫ 李克强总理部署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和解决“融资难”问

题等，包括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促进信贷利率和费用公开透明等 

⚫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召开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储气设施建设督查总结电

视电话会，要求确保互联互通重点工程按期投产，保障天然气基础设施安全平稳运行 

⚫ 李克强总理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 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18年辽宁省收费公路统计公报》 

⚫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支持社会资本

投资建设体育设施，保障合法权益。政府投资新建体育场馆应委托第三方企业运营 

⚫ 发改委指出要准确把握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包括精准聚焦农村

消费市场，加强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 

⚫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要高度重视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改造、社

会服务等领域和新增长极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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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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一年内查看、下载所有 

  发布的月度市场报告和月度政策报告。 

点击购买 点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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