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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创新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创新金融服务助力民营经济

海南：上半年上半年1212个重点产业同比增长个重点产业同比增长55..44%%

湖北：环境保护动真碰硬环境保护动真碰硬
湖南：推出推出2828条便民惠企举措条便民惠企举措

内蒙古：张张呼呼客运专线全线铺轨客运专线全线铺轨

贵州：新增省外到位资金增两成新增省外到位资金增两成

江苏：搭建省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搭建省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辽宁：百个智能制造及服务项目投资超百亿元百个智能制造及服务项目投资超百亿元

福建：区域协作加快推进区域协作加快推进

青海青海：：藏医药产业总产值达藏医药产业总产值达2626亿元亿元

吉林：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西藏：多措并举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多措并举支持非公经济发展

山西：专项资金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

云南:夏粮总产量逾夏粮总产量逾241241万吨万吨

安徽：推行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推行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山东：确定三年减煤目标确定三年减煤目标

甘肃：未来三年开展扶贫培训未来三年开展扶贫培训9090万人万人

重庆：电商助力精准扶贫电商助力精准扶贫

江西：区域发展战略升级区域发展战略升级

新疆：库尔勒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平台启动库尔勒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平台启动

宁夏：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上海：““虹桥基金小镇虹桥基金小镇””亮相亮相

北京：117117项改革举措推动新发展项改革举措推动新发展

天津：外贸新业态育出竞争新优势外贸新业态育出竞争新优势

浙江：传统制造迸发新动能传统制造迸发新动能

四川：高速公路试点分时段差异化收费高速公路试点分时段差异化收费

坚持把补短板作为当前重点任务之一
林子文林子文

广西：““深百产业园深百产业园””开工开工

陕西：自贸试验区引领外贸快速增长自贸试验区引领外贸快速增长

●日前，《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
开放重要举措的行动计划》印发，包括构建推动减量
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深
化科技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细化为 117 项具体举
措。行动计划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
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上推动首都实现新
发展。

河南：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日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吉
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全会决议。
明确推进数字吉林建设，着力推进“五大任务”、实施

“十大工程”、落实“十大工作举措”。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要把补短

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

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

动能，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

补短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5大重点任

务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

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条件日益完善，为国民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强调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这是因

为，我国在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管网等领域仍然

存在不少短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有巨大

的空间和潜力。补齐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可以有

效提升中国经济“木桶容量”，也能更好地增进民生

福祉。

上周，张（张家口）呼（呼和浩特）客运专线铺设

轨道施工顺利完成，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对沿线地区

的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扩大优质增量供

给，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天津市面对

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外贸发展继续保持稳中向好

的态势，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外贸实现进出

口同比增长7.3%。一大批外贸企业从供给侧发力，

积极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为核心的竞

争新优势，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上周，库尔勒（南疆）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平台启

动，这一平台旨在改变南疆传统农产品供销模式，运

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集大数据分析、电商交易、仓

储物流管理、产品溯源体系、一卡通支付、信息化管

理等功能为一体，为产业发展、精准扶贫提供支持，

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吉林省上周召开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一届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将推进数字吉林建设，着

力推进“五大任务”、实施“十大工程”、落实“十大工

作举措”。

新动能的成长，需要旧动能腾挪空间。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去产能领域的持续发力。

上周，山东发布《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明确

到 2020 年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36834 万吨以

内。山东将煤炭消费压减成效作为各市、有关部门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对在煤

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情况实行追责问责。

降成本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5大重点任务

之一。当前，融资贵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

一。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是降成本的重要内容

之一。上半年，广东省工商联会同省建行推出“云税

贷”，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截至今年 6 月

底，广东省金融机构共为8.5万户民营企业发放融资

6355亿元，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4万亿元。

物流成本过高，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上周，四川省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将加大降税清费力度，科学合理确定车辆

通行收费水平，将选择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开展分时

段差异化收费试点，争创全国首批物流业降本增效

综合改革试点省。河南省明确将继续实行高速公路

货车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并进行优化，延长优惠

时段，扩大优惠范围。

黑龙江：口岸通关时效全国领先口岸通关时效全国领先

河北：上半年对外投资额同比增长上半年对外投资额同比增长1313%%

●日前，四川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
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加大降税
清费力度，科学合理确定车辆通行收费水平，将选择
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开展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争
创全国首批物流业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省。

●来自天津市商务委的消息，今年以来，天津
外贸发展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质量和效益进
一 步 提 高 。 上 半 年 ， 天 津 市 外 贸 实 现 进 出 口
3837.4 亿元，同比增长 7.3%。通过深入推进转型
升级，不断集聚外贸竞争新优势，重点培育的国际
自主品牌企业达到 47 家。一大批外贸企业从供给
侧发力，积极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
准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提高。

●今年上半年，湖北各地环保部门共立案
2134件，已实施行政处罚案件 1527件，罚款金
额约 1.26 亿元。开展饮用水源地违法问题排
查是湖北环境监管执法重点工作之一。截至7
月底，湖北各地已整治完成各类环境问题 51
个，剩余32个。

●7 月 30 日，上海首个定位于基金的特色
小镇“虹桥基金小镇”揭牌，并与首批意向入驻
基金公司签约，入驻基金总规模超过 500 亿
元。作为小镇管理运营方的上海“双创”投资中
心是专注战略新兴领域的创新投融资平台，也
是由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采用“市场化、专业化、
国际化”运作模式的股权投资母基金。

●8 月 2 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江苏
搭建省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该平台上线 80天，已吸引超过 1.4万家中
小企业注册。成立平台的目的是让企业多走“网
路”，少跑“马路”。

●近日，《甘肃省脱贫攻坚就业扶贫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印发，未来3年，甘肃
将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90万人，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有输转意愿的劳动力实现应输尽输。
将在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开发7万个乡村公益性
岗位，通过乡村公益性岗位、劳务输转等就业扶
贫方式取得的工资性收入，支撑和带动60万以
上贫困人口脱贫。

●为了建立对外推广新疆南疆特色农产品的平
台及渠道，推动南疆农产品“走出去”，库尔勒（南疆）
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平台日前启动。该平台旨在改变
南疆传统农产品供销模式，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
术，集大数据分析、电商交易、仓储物流管理、产品溯
源体系、一卡通支付、信息化管理等功能为一体，为
产业发展、精准扶贫提供支持，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河南省继续实行高速公路货车分时段差异化
收费政策并进行优化，延长优惠时段，扩大优惠范
围。今年8月1日起，每天20时至次日6时，对驶离
河南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口并持有 ETC 非现金支付
卡的货车9折优惠，其他货车实行9.5折优惠。该优
惠政策期限1年。

△7月31日，张（张家口）呼（呼和浩特）客运

专线全线铺轨完毕，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对沿线

的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近日，山东发布《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
案》，确定2018年至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目标，到2020年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6834
万吨以内。山东将煤炭消费压减成效作为各市、
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
参考，对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中的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情况实行追责问责。

●日前，《安徽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公布，今后，安徽省环保厅等部门对各设区市实行
季度考核，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季度同比变化情况为考核指标，
PM2.5 不降反升的，将向省级财政上缴生态补偿资
金。这些资金纳入省级生态补偿资金，用于补偿空气
质量改善的设区市。

●上半年，广东省工商联创新金融服务，深化与
金融机构的合作，助力民营经济发展。一方面联合
省建行推出“云税贷”，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
题。另一方面牵头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
有限公司，48 家民营龙头企业合计认缴注册资金
400 亿元。截至今年 6 月底，广东省金融机构共为
8.5 万户民营企业发放融资 6355 亿元，民营企业贷
款余额1.4万亿元。

●日前，福建省经信委召开相关会议，就加
快推进闽东北和闽西南两大经济协作区建设进
行部署，从健全工作推进机制、推动工业加快发
展、突出项目引领带动、加强区域经济协作等方
面提出具体实施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协作区
产业发展。

●上半年，黑龙江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效排名
全国第1位，出口整体通关时效排名全国第3位，通
关时间压缩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尔滨海关紧紧
围绕“打造一个窗口、建设四个区”的定位，将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推进贸易便利化作为推进海关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去繁就简，优化通关流程。

●西藏日前出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优化营商环境、拓宽企业
发展空间、保障企业用地需求、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支持企业创新创业、发挥信用激励作用、合理降低税
费负担等方面提出明确意见。提出西藏将深入推进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等注册便利化改革，完善一站
式审批综合服务机制，方便非公经济组织成立发展。

●7 月 31 日，陕西省召开上半年全省商务工作
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陕西省商务工作运行持续向
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质量提升。陕西自贸试验区
改革创新驶入快车道。自去年4月1日挂牌成立到
今年 6 月底，陕西自贸试验区新增市场主体 21248
家，其中企业 17258 户，新增注册资本 4267.95 亿
元，新增注册资本亿元以上企业434家。

●今年上半年，浙江 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科技
活动经费支出、新产品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23.4%、
15.4%，近年来首次追平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24.4%，高于全省规上工业 11.2 个
百分点，对全省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产能利用率达近5年来较高水平，高于全国同
行业水平。

●日前闭幕的江西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
江西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在区域协调上求突破，
强化引领支撑，优化区域格局。打造“一圈引领、两
轴驱动、三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以融合一体
的大南昌都市圈为引领，以沪昆、京九高铁经济带为
驱动轴，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赣东北开放
合作、赣西转型升级为3大协同发展区，形成层次清
晰、各显优势、融合互动、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7 月 31 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
布便民惠企7个方面举措，共28条。包括网上办理
73项高频公共服务事项，就近办理 7项公共服务事
项，取消、下放3项行政许可事项，取消、精简7项公
共服务事项的办事流程，取消 7 项公共服务事项要
求提供的18项证明材料，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健
康扶贫“一站式”结算，降低企业负担等。

●近日，重庆市电商扶贫联盟正式成立，其中17
家联盟会员企业与重庆 14 个国家贫困县签订了对
口扶贫合作协议。该联盟将动员和组织重庆电商企
业参与到扶贫工作之中，推动各贫困县的农村电子
商务体系建设、产业培育、网络推销、品牌包装、创业
就业。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
行办法》印发，对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先
进技术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等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的全流程管理作了详细规范。《办法》明确，项目
实行合同制管理，项目承担单位以企业牵头的签订
合同书，以科研院所、高校及其他事业单位牵头的签
订任务书。

●自 8 月 1 日起，山西省财政厅、省中小企业局
制定的《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在 5 年执行期内，中小微企业发展得好可以领取各
种奖励、补贴。专项资金综合运用无偿资助、项目奖
励、贴息、业务补助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中小微企
业。同时，也采取市场化手段，鼓励银行、创业投资
机构、担保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支持中小微企业。

●日前，广西百色市举行“深百产业园”开工仪
式，标志深圳、百色两地扶贫协作又一重点项目拉开
大幕。该产业园区承担着“深圳小镇”移民就业安置
的重要任务，主要发展加工贸易、新兴工业、新材料
新能源、商贸物流业等产业，可吸纳1万人就业。

●来自青海省经信委的消息，2017年，青海全省
藏医药工业总产值达26亿元，占全国藏医药工业总
产值的44％，藏医药产业发展规模和综合实力位居
全国之首。青海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积极打造优
质品牌，搭建研发创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