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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推动省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省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福建：碳市场总成交碳市场总成交额达额达11..88亿多元亿多元

安徽：科技成果登记量增长科技成果登记量增长172172%%

西藏：雪顿节带动旅游经济雪顿节带动旅游经济

河南：培育一批培育一批全国全国性名牌粮油产品性名牌粮油产品

河北：推进国资集中统一监管推进国资集中统一监管

湖南：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

上海：推进电推进电竞竞产业发展核心功能区建设产业发展核心功能区建设

甘肃：设设20002000亿元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金亿元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金

海南海南：：农村危房改造开工率达农村危房改造开工率达108108..88%%

天津：提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提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

重庆：3434项项优化网上政务服务措施出台优化网上政务服务措施出台

江苏：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

吉林：农村公路里程达农村公路里程达8774887748公里公里

云南：制定云茶产业绿色发展行动方案制定云茶产业绿色发展行动方案

广东：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四川：推行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度推行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度

内蒙古：重点培育重点培育““农字号农字号””特色产业基地特色产业基地

宁夏：包银高铁宁夏段开工建设包银高铁宁夏段开工建设

浙江：试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黑龙江：黑河中俄进出口商品订货会举办黑河中俄进出口商品订货会举办

青海：累计核发草原补奖资金累计核发草原补奖资金169169..7575亿元亿元

湖北：88项目入列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项目入列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

山东：超四成化工企业被停产整顿超四成化工企业被停产整顿

陕西：加强互联网金融类企业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互联网金融类企业市场准入管理

新疆：首个智能电石出炉机器人系统投用首个智能电石出炉机器人系统投用

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
林子文林子文

辽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将上线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将上线

广西：组建规划设计下乡服务队伍组建规划设计下乡服务队伍

●近日，工信部发布 2018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125个项目入列，其中湖
北省有8个项目。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
类别中，高德红外“基于研制平台的红外装备研发、
工艺、生产一体化管控能力”等3个项目入选。

北京：优化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日前，《天津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发布，按方案，天津将围
绕安全可靠、大数据、工业软件、互联网、游戏动漫和
网络视听、行业应用软件、IC设计、云计算等八大重
点领域，优化产业发展载体，着力聚集一批领军企
业，壮大一批中小企业，提升人才支撑能力，加快提
高产业规模化、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水平。到
2020 年，天津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将达
2000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

上周，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着力增强创新力、发

展新动能，打通去产能制度梗阻，积极降低企业成

本，坚持做好去杠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始终坚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

“破”“立”“降”上下功夫。今年以来，各地加速推动

各项改革落地，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质

量不断提高。

“破”，就是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

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上半年，

河北省钢铁行业通过淘汰落后，压减过剩，使得优势

产能得到有效发挥，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2.22%，占全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28.49%。

在传统产煤大省山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进，一大批落后煤炭产能实现市场出清，上半年

全省非煤产业税收完成1004.89亿元，占税收收入比

重为 59.22%，同比增长 29.85%，增速快于煤炭行业

1.72个百分点。

山东省通过加强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自去年以

来共关闭转产化工企业620家，停产整顿2614家，占

全省化工生产企业的 42.5%。通过集中整治，化工

产业安全生产不利局面得到扭转，转型升级的基础

得到加强和巩固。

“立”，就是要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

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今年以

来，我国新产业增速加快，适应消费和产品升级的新

产品增长较快，创新驱动发展势头不断增强。

从各地情况看，新动能也在加速集聚。安徽省

上半年全省登记科技成果 402 项，较去年同期增加

172%，超过去年全年登记量。其中，应用技术类科

技成果最多，达394项。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河南近日明确，要

通过规划引导、质量提升、自主创新、品牌创建、商标

注册、特色产品认定等，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全国或区域性名牌粮油产品。

天津提出将围绕安全可靠、大数据、工业软件、互联

网、游戏动漫和网络视听、行业应用软件、IC 设计、

云计算等八大重点领域，优化产业发展载体，着力聚

集一批领军企业，壮大一批中小企业，提升人才支撑

能力，加快提高产业规模化、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

水平。

“降”，就是要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今年以

来，各省份加快推出旨在帮助降低企业成本的新举

措，努力帮助实体经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继续

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降

低用能、物流成本，努力使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

的坚决降下来，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根据测

算，今年全年，预计能为实体经济降成本1.1万亿元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补短板是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近期，根据中央部署，各地

也在进一步加大补短板力度。例如，包头至银川高

铁宁夏段项目已于近日开工建设，该线路长约100.6

公里，估算投资 128.7 亿元，项目资本金比例 70%。

海南省安排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2.5万户，目前已

经开工2.72万户，开工率达108.8%。

实践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效解决我国

经济运行中的很多现实难题的一剂良方。当前，各

地仍应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各项部署，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力度，

打通去产能制度梗阻，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

力度和节奏，不断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

山西：对民办教育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对民办教育学校实行分类管理

贵州：精准扶贫标准体系正式发布精准扶贫标准体系正式发布

●日前，由新疆中泰矿冶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
尔滨博实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电石出炉机器
人投用。该系统将员工从高温、高风险和强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可远程操控生产过程，提升了装置的
生产效率。通过该系统，公司每年减员增效、提产降
耗实现效益近亿元。

●近日，山东总结化工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特
别是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自去年以来，山东共排查
发现安全隐患 15.7 万项，完成整治 13.2 万项，整改
率达84.1%；共关闭转产化工企业620家，停产整顿
2614家，占全省化工生产企业的 42.5%。通过集中
整治，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

●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发布消息，全省科技
成果登记量大幅增长。今年 1 月至 6 月，全省
登记科技成果 402 项，较去年同期增加 172%，
超过去年全年登记量。从分布来看，应用技术
类科技成果最多，达394项；企业是科技成果登
记的主力军，占八成以上。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日前发布消息，
四川泸州市推行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度，促进
政务服务改革。泸州市将企业开办涉及的政务
服务事项，分类别、分层级梳理为“三张清单”，
包括 1 小时办结清单 14 项、3 小时办结清单 9
项、6小时办结清单19项，实行清单制度管理。

●近日，《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到今年底，浙江要将一
般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减至100个工作
日以内；到 2019 年 6 月底，基本建成全省统一的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

●8 月 16 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国土
委、市教委、市交通委、昌平区政府联合发布《优化提
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计划》将投入195.2亿元，
在4个领域实施17项任务，通过97个正式项目和一
批储备项目，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卫生、
供水排水和供电等方面的问题。

△8月14日，蒙华铁路峡河特大桥跨越宁西铁路

曲线梁转体成功。蒙华铁路峡河特大桥位于河南省

南阳市境内，全长879米。蒙华铁路北起内蒙古鄂尔

多斯，终至江西吉安。 （新华社发）

●近日，《广东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行动方
案》印发，提出将创建覆盖企业准入、准营、退出
全生命周期的商事制度改革新模式，重塑广东
营商环境新优势，构建推动广东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推开全程电子化商事登
记，做到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区域、业务、市场
主体全覆盖，实现企业办照零跑动。

●日前，云南省委、省政府将云茶产业作为打造
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重点产业之一，制定《云茶
产业绿色发展行动方案》，提升全省茶产业综合实
力。目前全省茶叶种植面积619.5万亩，茶叶总产量
达38.7万吨。

●江西省日前印发省属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明确将加快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进战略
投资者，到2020年末省属国有企业整体混改率达到
80%；推动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能力强、发展前
景好的优质企业改制上市等。

●为助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甘肃将在现有资
金保障基础上，设立总规模为 2000 亿元的绿色生
态产业发展基金，全力构建生态产业体系。目前，甘
肃省政府首期已经出资20亿元，母基金规模400亿
元，撬动社会资本参股设立 10 只子基金。今后，每
年度将根据基金运作、资金需求及财力逐步扩大政
府出资规模。

●日前，重庆市出台 34项措施优化提升网上政
务服务能力，从提升服务方式完备度、服务事项覆盖
度、办事指南准确度、在线办理成熟度、在线服务成
效度等方面发力，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此外，还推
出在网上办事大厅建立清单专栏，集中发布各类目
录清单；推进“全渝通办”，率先发布一批“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事项清单等服务措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发布
消息，将从全区 12 个规划设计单位中组建 14 支服
务队伍，到选定的 18 个县（区）、18 个乡镇、48 个村
屯开展服务活动，助力提升乡村风貌水平。此次活
动旨在推动规划师、设计师到群众中学习，到乡村中
体验，提供符合乡村实际需求的作品，同时增强基层
干部的规划建设管理能力。

●8月15日，陕西省工商局发布消息，要求全省
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类企业
的市场准入管理。非金融机构和不从事金融活动的
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原则上不得使用“交
易所”“交易中心”“资产管理”“理财”“基金”等字样。

●8月16日，包头至银川高铁宁夏段项目开工建
设。包头至银川高铁全线建成后，银川至北京行车时
间将由目前同线路16小时以上缩短至5小时左右，
对促进宁夏及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包银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包银高铁宁夏段线路长约100.6公里，
估算投资128.7亿元。

●日前落幕的西藏雪顿节吸引了大批游
客，青藏铁路迎来客流新高峰，截至 8 月 13
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暑运以来发送旅客
286.2万人次。

●8 月 14 日，内蒙古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推进会，目前已编制完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内蒙古将依托农牧业产业园区，
打造一批农村牧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试点建设一
批田园综合体，重点培育一批“农字号”特色产业基
地，带动乡村产业集群化发展。

●8月 13日至 14日，首届黑河中俄进出口商品
订货会在黑河市举行，吸引了上百家中俄经贸企业
参会，现场订货额达1.5亿元。签约项目包括：进口
俄罗斯木材、俄罗斯食品、俄罗斯大豆小麦；出口机
械、果蔬；与俄方合作开展大豆加工等。

●江苏省近日下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
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深化乡镇政府配套改革，
优化乡镇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全面提升全省 780 个乡镇的政府服务能
力。确定到 2020年，全省要基本形成职能科学、运
转有序、保障有力、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乡镇政府
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河南出台《关于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加快建
设粮食产业经济强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通过
规划引导、质量提升、自主创新、品牌创建、商标注册、
特色产品认定等，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
市场竞争力的全国或区域性名牌粮油产品。同时，积
极推进“河南好粮油（主食）”“河南放心粮油（主食）”
示范工程。

●日前，首批 12 家河北省直部门管理企业
完成脱钩移交，标志着河北省经营性国有资产
集中统一监管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首批移交的 12 家试点企业，涉及河北省工信
厅、省工商局、省供销社等多个部门。

●8月16日，世博地区电竞产业发展服务平台暨
网竞集团电竞产业孵化展示中心正式入驻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不久前，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核
心功能区落户浦东。网竞集团电竞产业孵化展示基
地落户奔驰文化中心，CMEL 大师系列赛上海站、
eStar电竞俱乐部同时宣布落户浦东。

●8 月 14 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正式发布《贵州省精准扶贫标准体
系》。贵州以标准化技术手段总结提炼了全省
党员干部群众在精准扶贫中探索积累的实践经
验和创新成果，形成一套系统、清晰、便于理解
操作的贵州脱贫攻坚工作规范。

●8月16日，湖南省就《关于加快文化创新体
系建设的意见》进行政策解读。《意见》提出，到
2023年，湖南文化和创意产业总产出超过1万亿
元，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湖南将从构建文化
精品创作体系、现代传播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5
个方面着手，布局全省文化创新体系建设。

●近日，山西发布《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
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
出将对民办教育学校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
理，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对不同类型的民办学校，山西将建
立差别化政策体系，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扶持。

●8月 15日，辽宁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本月
底前，全省将发布市县两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清单，8月31日，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信息管理
平台将正式上线开通。该平台将向社会公布全省、
省直和各市、县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审批事
项、设定依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