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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平台上线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平台上线

湖南：上半年经济增长稳中向好趋优上半年经济增长稳中向好趋优

吉林：““人才人才1818条条””举措推动效果良好举措推动效果良好
辽宁：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

河南：每个贫困县至少建每个贫困县至少建33个就业扶贫基地个就业扶贫基地

海南：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

湖北：新增贷款投向薄弱环节重点领域新增贷款投向薄弱环节重点领域

浙江：加快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加快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青海：1717家农村商业银行已成功组建家农村商业银行已成功组建

广东广东：：1111..55亿元奖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亿元奖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西藏：1616..33亿千瓦时亿千瓦时““藏电入渝藏电入渝””

内蒙古：防范金融风险主题活动举办防范金融风险主题活动举办

天津：开发区开发区““产业基础产业基础””领跑全国领跑全国

甘肃:智慧旅游平台上线试运行智慧旅游平台上线试运行

山东：推进推进““四减四增四减四增””三年行动三年行动

北京：拟建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拟建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

新疆：乌鲁木齐联结亚欧市场枢纽地位凸显乌鲁木齐联结亚欧市场枢纽地位凸显

山西：医药工业医药工业20182018年行动计划发布年行动计划发布

安徽：严防严防““地条钢地条钢””死灰复燃死灰复燃

河北：确定特色小镇发展格局确定特色小镇发展格局

宁夏：银川投亿元设创新创业投资基金银川投亿元设创新创业投资基金

福建：推动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推动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四川：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云南：““放管服放管服””改革改革““六个一六个一””行动启动行动启动

上海：打通省界打通省界““断头路断头路””促一体化发展促一体化发展

黑龙江：北美货运包机直达航线开通北美货运包机直达航线开通

擘 画“ 三 农 ”发 展 新 图 景
顾顾 阳阳

广西：获国家获国家66..11亿元扶贫绩效奖励亿元扶贫绩效奖励

重庆：校地科技开发合作重要平台搭建校地科技开发合作重要平台搭建

●四川省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明
确将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力争粮食产业产值年
均增长7%左右。四川将构建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完
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及统
筹利用、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5 月 30 日，《河北省特色小镇规划布局方
案》发布，明确了特色小镇发展格局，提出要立足
各地基础条件，按照“一环两带三轴”即环京津特
色小镇发展区，燕山太行山特色小镇发展带、沿海
特色小镇发展带，沿京广、大广、石黄等交通干
线，形成以 3 条特色小镇发展轴为重点的空间布
局，围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培育发展新动能、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旅游消费品质、满足大健
康需求等5个方面需求，分别打造一批承接京津产
业疏解、创新创业、特色专业集聚、文化旅游、健
康养老等5类小镇。

△5月 29日，由中铁上海局承建的广西柳州白

沙大桥主桥主体完工。 （新华社发）

●5月28日，湖南省发布《2018年湖南蓝皮书》，
包括《2018 年湖南经济发展报告》《2018 年湖南社
会发展报告》《2018 年湖南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
设报告》和《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2018 年
湖南发展研究报告》。其中，《2018年湖南经济发展
报告》指出，湖南加快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积极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新旧动能转换加
快，经济增长稳中向好趋优，上半年湖南省生产总值
预计增长7.9%左右。

●江西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中心日前揭牌，汇
集了江西省 2993 辆新能源汽车数据，年内所有江
西本地生产及在江西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数据都将
汇聚到这个平台。该中心是南昌市政府与同济大
学签订的产学研合作协议框架内第一个落地项
目，可实现对全省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有效监管、
新能源汽车车辆运行里程的核查及汽车运行的统
计分析。

●贵州省日前出台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省质量型发展
优势更加凸显，质量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实
现贵州制造向贵州创造转变、贵州速度向贵州质
量转变、贵州产品向贵州品牌转变，该省为此将开
展制造业、农产品和食品药品、工程、服务业、生
态环境、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六大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

江西：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中心成立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中心成立

●北京市日前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北京市将实现空
气、森林、湿地、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生态保护红
线区、生态涵养区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
补偿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补偿额度与
生态保护绩效相挂钩，跨地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
点取得突破。到 2022年，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更加健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
本形成。

●5 月 30 日，连接上海青浦和江苏昆山的盈淀
路改建工程实现结构贯通，并计划于 9 月实现通
车。盈淀路改建工程是首个实现通车的长三角一体
化“打通省界断头路”项目。今年上海计划推进9个
省界断头路项目建设，进一步实现与浙江、江苏两省
交通的无缝对接。

●5 月 29 日，16.3 亿千瓦时“藏电入渝”框架协
议在重庆签订。该协议是迄今为止藏电外送单笔体
量最大协议，意味着2018年至2020年期间，西藏将
逐年输送 1.0亿千瓦时、7.3亿千瓦时、8.0亿千瓦时
的清洁电力至重庆消纳。在国家电网公司的积极努
力下，藏电外送通道进一步打通，藏电消纳市场已突
破至8家。

●5月29日，辽宁省住建厅下发《关于加强无障
碍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通知显示今年辽宁省将通
过大力推进城市道路、商业区、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公园、广场、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和场所的无障碍改
造，进一步加强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城乡无障
碍设施建设管理水平。

●近日，“通丝路”陕西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
算平台在西安正式上线。“通丝路”将提供物流通关、
检验检疫、出口信保、贸易融资等一站式金融创新
服务。

●日前，商务部首次完成了对全国 219 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系统的考核评价并对社会发
布。其中，天津开发区产业基础位居全国第一，利用
外资、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多项指标在国家级开发
区中保持领先地位。目前，天津开发区形成了汽车、
电子、石油化工、医药健康、装备制造等五大支柱产
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多元产业
格局。

●日前，《山西省医药工业2018年行动计划》制
定发布，明确山西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将在今年
力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5 亿元，培育形成 1 户省
级技术中心和 5户以上市级技术中心，年销售额超
5亿元的品种达到5个以上，3大产业基地规模进一
步壮大。

●5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三级处理非法集资机构联合自治区网信办、公安
厅和部分金融机构，举办“远离非法集资 防范金融
风险”大型主题集中宣传活动。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

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正因

为此，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两份“三农”重要

文件的审议，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两份文件分别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文件从国家层面对相关工作进行了细化实

化，不仅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部署了若干重大

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让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

更有保障，也更坚定了全社会合力做好“三农”工作

的决心和信心。

在地方层面，我们注意到，部分省份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已制定发布了相关政策举措，比如今年4月，

浙江印发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2）》，山东启动乡

村振兴“十百千”工程，选择 10 个县、100 个乡镇、

1000个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在产业层面，各地也因地制宜地推出了一系

列新举措，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

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农村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水 平 ， 为 乡 村 振 兴 夯 实 了

基础。

比如福建提出省级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专

项用于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通过提高研发

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市场监管能力和供种保障

能力，推动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河北则紧紧围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培育发展新

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发展需求，提出到 2020

年培育创建 100 个左右承接京津产业疏解、创新创

业、特色专业集聚等不同种类的特色小镇，打造乡村

振兴的有效载体。

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整体脱贫，实现乡村振兴

就是一句空话。上周，来自井冈山、瑞金、遵义、延

安、西柏坡和四明山6个革命老区的代表，向全国革

命老区发出《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与乡村振兴倡议

书》，指出要充分利用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践行“两

山”理论，全民创业创新，助推老区乡村振兴。我们

知道，贫困人口在革命老区相对集中，通过区域之间

的合作联动，探索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有效路径，

这一做法值得期待。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突出问题

导向，优化政策供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

之一。由于减贫成效显著、资金监管有效、综合评价

优秀，广西近日获得国家绩效考评奖励资金 6.1 亿

元，其中财政扶贫专项绩效考评获得奖励资金1.6亿

元，成为全国 4个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先进

省份之一。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

展，也步入了更为关键的“后半程”，我们乐见更多像

广西这样的省份出现，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迈上新

台阶。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脱贫攻坚是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都事

关亿万农民未来生产生活的发展，也直接决定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当务之急，要一手抓

乡村振兴，一手抓脱贫攻坚，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5 月 29 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湿地保护条例》，指
出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
纳入省和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湿地保护和修复资金投
入机制。

●近日，来自浙江四明山等6个革命老区的
代表共同发出《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与乡村振
兴倡议书》，要充分利用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
践行“两山”理论，全民创业创新，助推老区乡村
振兴。浙江余姚梁弄镇是浙东（四明山）抗日根
据地的指挥中心所在地，2017年该镇农村经济
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5.98亿元和
26350元。

●近日，广东省财政下达 11.5 亿元奖补资
金，用于 2018 年支持市、县补齐人均公共文化财
政支出短板，努力促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
展。奖补资金支出重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支
持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二是博物
馆、纪念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 （站） 以
及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设施
免费开放或低收费开放；三是市、县级图书馆馆
藏书籍达标购置；四是欠发达地区公共体育场馆
建设等。

江苏：养老机构标准化服务养老机构标准化服务检查将开展检查将开展

贵州：六大行动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六大行动推进质量强省建设

●5 月 29 日，自洛杉矶飞往哈尔滨的南航
CZ448 全货机航班平稳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
际机场，标志着黑龙江直通北美的货运包机完
成首航。北美直达货运包机项目充分利用哈尔
滨至北美国内空中直线距离短的地缘优势，目
前暂定为每周一班。

●5 月 31 日，由西南大学与重庆北碚区共建的
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重
庆深化校地科技开发合作的重要平台。西南大学

（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将整合西南大学学科资源优
势和北碚区政策优势，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
造、现代农业、生物科技、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作为产
业技术研究重点，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

●5月30日，云南宣布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放
管服”改革6个行动计划，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六
个一”行动具体为：实施“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行
动、“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行动、“政务服务一网
办通”行动、“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行
动、“最多跑一次”行动、“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证明一律取消”行动。

●《银川市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日前正式实施，明确出资1亿元建立创新
创业投资基金，基金将重点投向高端装备制
造、现代纺织、新材料、新能源、现代服务、
现代物流、文化旅游、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
新业态。

●由于减贫成效显著、资金监管有效、综合评价
优秀，2018 年广西获得国家绩效考评奖励资金 6.1
亿元，其中财政扶贫专项绩效考评获得奖励资金1.6
亿元，并首次由于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卓有
成效而获得奖励资金0.5亿元，是全国4个获奖省份
之一。

●近日，山东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四
减四增”三年行动动员大会，对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作出全面部署。会议要求，要下大气
力调整产业结构，处理好减和增的关系，做好

“衔接”的文章；要下大气力调整能源结构，减存
量、优增量、提效率，做好“调优”的文章。大会
提出，到2020年，实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的目标。

●江苏省民政厅、公安厅、卫计委、质量技术监督
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老龄办联合制定《2018年
度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对
全省城乡2463家养老机构开展标准化服务大检查。

●吉林省委、省政府今年出台的《关于激发人才
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简称“人才18
条”，在全省推进良好。如长春市启动建设了国家级
中国长春人力资源服务业产业园，推出25条人才政
策；松原市等启动实施“吉人回乡”工作方案。

●5 月 29 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
县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截至目前，青
海省已成功组建17家农村商业银行，开业挂牌
15家，取得开业批复2家。

●5 月 30 日，“一部手机游甘肃”智慧旅游平台
上线试运行。该平台包括公共服务门户、46 家 4A
级以上景区智能导览系统、44家酒店及家庭旅馆在
线预订平台和旅行社在线推广平台。

●5月28日，福建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
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提升全省农
作物品种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市场监管能
力和供种保障能力，推动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意见》提出，2018年至2020
年，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5000万元，专项用于实
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