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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林火灿

山西：消费品工业振兴计划出台
●5 月 22 日，《山西省消费品工业三年 （20182020 年） 振兴计划》 出台，提出到 2020 年山西消
费品工业初步形成内涵式与外延式增长相促进的产
业发展态势，向中高端迈进，全省消费品工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亿元；培育年销售收入超 10 亿
元的骨干龙头企业 30 户以上；新增 3 家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和 20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山东：先进制造业成工业增长稳定器
●今年以来，山东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当前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效果初显，市场需求较为活跃，一批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加快集
聚，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平稳向好态势。先进制造业
成为保持山东工业增长的稳定器。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4
期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点。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4358 亿元， 为进一步解决好影响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问题，最
同比增长 7%，增速比 1 月份至 3 月份放缓 0.5 个百分
近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区出台了旨在鼓励和扩大
点。这也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两个月放缓。
民间投资的政策举措。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社会
例如，
宁夏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政策
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今年以来，固定资
措施意见》，
明确放宽了民间投资市场准入，
支持民间
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一方面与去年同比基数相对
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
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政府围绕坚决打好防
性住房建设、
社会事业、
金融服务、
商贸流通等领域。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
规范举债融资行为，
清
湖南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
理规范 PPP 项目等举措有关。
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从深入推进
尽管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特别是基础设施投
“放管服”改革、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情况清
资增速明显回落，但一些区域的投资仍有不少亮
理核查、
支持民间投资创新发展、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点。例如，今年前 4 个月，海南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着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九
投资 199.8 亿元。随着新项目开工建设进入高峰期， 大领域明确了 23 条具体实施细则。
以及一些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实
这些政策措施力度大、
针对性强、
含金量高。当
现
“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的目标。
然，能否真正起到扩大有效投资，拉动民间投资增
山东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推动新
长，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关键要靠落实。只有把各项
政策抓严抓实，
让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
才能使民
旧动能转换，
近期集中开工了一批重大项目，
支撑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加快集聚，促进了经济运
间投资的活力得到充分激发。
行平稳向好。
当然，要扩大有效投资，自然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不断充实高质量
在投资中，民间投资作为我国经济未来获得长

广西：引导和激励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

宁夏：30
30条新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条新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 广西壮族自治区日前印发 《关于促进全社
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的实施意见》，引导和激励企
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
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
动力，加快创新型广西建设步伐。

●日前，宁夏出台 《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意见》，提出 30 条“真金白银”具
体措施，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支持民间投
资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市政公用事业和
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
流通等领域。

上海：自贸区启动条例修订工作

●湖南省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
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开展民间
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情况清理核查、支持民间投
资创新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着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九大领域明
确了 23 条具体实施细则。

式启动上海自贸区条例修订工作，继续为自贸区
制度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上海自贸区扩区后，面
积从原来的 28.78 平方公里拓展到 1200.72 平方公
里，既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也包括非海关特殊
监管区，有关管理方式也将与时俱进。

● 4 月 22 日，《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投资指引》 发布，明确了推动基金管理人与投资主
体、企业项目有效对接和基金的投资领域、投资模
式、规模和期限等。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存续期为 10 年，总规模 20 亿元，基金以支持福建
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和龙头文化企业建设、做大做
强和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为宗旨，引导带动社会资本
进入文化产业。

△5 月 23 日，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示
范项目——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 3 号机组穹
顶吊装顺利完成。
（新华社发）

广东：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日前，
《广东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印发实施，明确广东努力在全
国率先建成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
础设施，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将珠三角建成世界级
宽带城市群。

内蒙古：
内蒙古
：连接东北地区首条高铁铺通
●5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连接东北地区的首

条高铁——辽宁新民北至内蒙古通辽高铁全线铺轨
完成。新通高铁线路全长 197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建成通车后，通辽到沈阳的列车运行时间将
由 5 个小时缩短到 1.5 小时左右，通辽到北京将由
14 小时缩短到 3.5 小时左右，对促进内蒙古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江西：获中央奖励
获中央奖励55.1 亿元扶贫专项资金
● 来自江西省财政厅的消息，江西 2017 年扶

贫开发和易地扶贫搬迁两项工作双双获国务院通报
表彰，江西获得中央财政奖励 5.1 亿元扶贫专项
资金。

西藏:工业经济呈现较快发展态势
工业经济呈现较快发展态势

湖北：武汉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

重庆：放宽电力直接交易条件
●近日，
重庆市印发《关于降低重庆市电力用户

参与直接交易准入条件的通知》，自今年第三季度起
进一步降低大工业用户参与直接交易电量准入门
槛，
促进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该政策实施后，
每年再
为工业企业降低 1 亿元左右的用电成本。

● 5 月 25 日至 27 日，
“2018 世界制造业大会”
和“2018 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
大会以“创新驱动制造引领拥抱世界新工业革命”
为主题，打造世界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高端交流平
台、形象展示平台、开放合作平台。

● 5 月 23 日，
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园在昆明市高新区揭牌。
“高创园”紧紧围绕人
才强省战略，
瞄准云南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
建
设高层次人才聚集、体制机制灵活、承载能力较
强、服务功能完善、产业特色突出、示范作用好
的创新创业园，促进人才链、创业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
打造云南省高层次人才聚集、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新引擎、新平台。

青海：高新区孵化企业
高新区孵化企业214
214家
家

河南：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量破千亿元

贵州：推进开发区创新型发展
●贵州省日前发布 《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
展的意见》，从内设机构设置、人事和薪酬制度创
新、人才引进、行政管理效能提升、财政政策支持
等 9 个方面作了规定，着力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新型
工业化发展的引领区、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型经济
建设的先行区、良好营商环境的示范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集聚区。

北京：科技合作集中签约
科技合作集中签约156
156..87
87亿元
亿元
● 为期 4 天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
业博览会共吸引 20 余万人次参加各项活动，共有
来自 3 个国际组织及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 个境外
代表团组和 29 个省区市代表团参展参会，科技合
作项目会上集中签约 156.87 亿元。

河北：加快数字农业建设
● 近日，《2018 年河北省农业信息化工作

要点》 印发，提出 2018 年河北省将紧紧围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互联网+”现
代农业发展，加快数字农业建设，健全农业信
息服务体系。今年底前，在粮食、畜牧、蔬
菜、水产、果品等方面建立 20 个以上农业物
联网应用示范区。

江苏：开镰收割小麦

甘肃：与多家中央企业签署
与多家中央企业签署23
23项合作协议
项合作协议
● 5 月 22 日，
多家中央企业与甘肃省相关市州
和企业在兰州市签署 23 项合作协议，覆盖特色农产
品、大数据产业等领域，总金额达 408 亿元。此外，
甘肃省政府多部门、相关市州政府还与 22 户中央在
甘肃省重点企业签订了企业发展服务保障协议。

天津：不断充实高质量发展的“钱袋子
钱袋子”
”

云南：聚集高层次人才

●目前，湖北省武汉市强化空间支撑、产业支
撑、动力支撑、人才支撑和制度支撑，高新技术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 73.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70.8%，新经济企业突破 10 万户，新经济规模稳
步提升。

安徽:2018
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行
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行

陕西：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定点扶贫工作

海南：前 4 月重点项目投资近
月重点项目投资近200
200亿元
亿元

湖南：23
23条举措激活民间投资
条举措激活民间投资

●5 月 24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表示，已正

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指引发布

发展的
“钱袋子”，
不断提升资本要素的保障能力，
使
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于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天
津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30557.64 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 32404.86 亿元。当地金融机构明确表
示，将全力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产业转移、生态环
保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山西省加快转型步
伐，出台了《山西省消费品工业三年（2018-2020 年）
振兴计划》，明确将加大金融扶持，创新财政资金使
用方式，
拓展使用范围。
广西印发了《关于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经费投
入的实施意见》，
明确将引导和激励企业、
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提高财政科技投入
效能，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
加快创新型广西
建设步伐。
当前，
各地在投资领域的
“谋篇布局”，
表明我国
投资发展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不过，我国正处于经
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投资不应该再追求绝对量
的增长，
而是要更加注重结构优化，
更好地服务于高
质量发展。

四川：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揭牌
● 5 月 23 日，四川省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正式
揭牌。中心的成立将为四川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增
添新动力，助力四川加速实现工业创新发展。该中
心已完成钢铁钒钛、能源装备、石油化工、清洁能
源和机械装备制造五个大数据分中心建设，并与腾
讯云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浙江：明确打造新兴金融中心思路
●在第四届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上，浙江省
首次阐述该省打造“新兴金融中心”的主要思路。
一是立足做强传统金融业务，坚持改革创新和开放
思维；二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三是创新金融科技，善于运用新技术；四是服
务开放新格局；五是强弱项补短板；六是依法依规
推动创新；七是发挥优势，协同联动，借鉴共享。

辽宁：确立城市安全发展目标和任务
△5 月 23 日，
收割机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河桥镇幸福村的麦田里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

●日前，
辽宁省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
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建成 3 个以上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到
2035 年，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
全省 14 个市全面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
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

吉林：将旅游业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
新疆：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
职业教育活动周”
”促就业
● 5 月 22 日，2018 年新疆“职业教育活动周”

落幕。活动周期间，全区各地州市、各职业院校开
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职业体验活动，以及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主题推介活动。

● 5 月 22 日，
吉林省旅游产业推进大会在
长春召开。会议强调，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
求，
坚持无中生有、有中生新、创新驱动、创意引
领，
补齐短板，
再造优势，
奋发有为，
把资源变为
发展亮点，
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把白雪换
成白银，
把旅游业打造成新的支柱产业。

黑龙江：农行百亿元农贷助力“两大平原
两大平原”
”
●今年春耕期间，农行黑龙江分行全力服务黑
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效创新惠农 e 贷服务模式。截至目前，全行农户
贷款余额突破 100 亿元，达到 102.37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