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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冬季旅游专列首次开行冬季旅游专列首次开行

上海：陆家嘴全球资管联合会成立陆家嘴全球资管联合会成立

安徽：““两区两区””划定任务提前完成划定任务提前完成

湖南：构建长株潭融合发展核心区构建长株潭融合发展核心区

北京：加大交通设施建设便利跨界通勤加大交通设施建设便利跨界通勤

湖北：大力推进大力推进““互联网互联网++外贸外贸””

河南：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四川：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便利为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便利

在国家战略中抓住区域发展新机遇
顾顾 阳阳

云南：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来自安徽省农委的消息称，根据农业农
村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划定工作调度通报，截至10月底，全省粮食生
产功能区已完成划定面积5299万亩，完成任务
的 101.9%；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面积
1972万亩，完成任务的103.8%；全省“两区”实
际划定面积5450万亩，完成任务的102.8%，提
前完成“两区”划定任务。

备受关注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虽已落下
了帷幕，但其带来的“溢出效应”仍在持续发酵，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提出“将支持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部
署，对于完善和提升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空间布
局，具有深远意义。

长三角一体化未来该怎么建，如何更好地发挥
其引领效应等问题，受到海内外各方广泛关注。上
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就
此进行了回应，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事关国家发
展全局，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目
前，相关部门正按照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
发展、坚持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积极谋划、加快
推进。

一个经得起考验的顶层设计从来都不会一

蹴而就，而是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就像长
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一样，其之所以能成为我国
综合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是
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积淀才得以形成。可以预见
的是，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更高层次的对外开
放，将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形成有效支
撑，长三角区域在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中将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与长三角一体化同样受到高度关注的，还有不
断加快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下多项世界之最的
港珠澳大桥，在开通运营当天就吸睛无数、刷爆微
信圈。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大型基础设
施，港珠澳大桥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三
地交通联系方面，将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据悉，

除港珠澳大桥外，更多包括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基
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正在编制中。

从早期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
略，到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不
断推进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在推动区域
发展思路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从过去笼统的东
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怎么协调发展，转向更
加注重跨行政区域、大区域的协调发展，更加强调
资源要素在更广的范围内优化配置，通过最大限度
地发挥、放大资源要素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我
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如何主动高效地实现自
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对接，抓住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带来的产业协作新机遇，将是一个新命题。

●11月13日，河南召开实施国土绿化提速
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为确保未来10
年省内森林面积要达到7515.11万亩，比2017
年增加约1370万亩，森林覆盖率要达到30％，
比2017年提高5.47％的目标实现，河南计划围
绕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
投资 2513.16 亿元用于大规模国土绿化工程、
森林城市建设工程等重点工程建设。

●日前，云南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培
训1000万人次高素质的劳动者”的目标。《意见》提
出，要以政府补贴培训、企业自主培训、市场化培训
为主要供给，以公共实训机构、职业院校、职业培训
机构和行业企业为主要载体，使每名劳动者在职业
生涯的各个阶段至少能够接受1次职业技能培训。

●11月13日，《长沙南部片区规划纲要》正式发
布。《纲要》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构建“融城极核、魅力
绿心、智慧五谷、多彩南城”发展格局，建设全国“两
型”发展引领区、长株潭融合发展核心区、长沙创新
发展示范区。长沙南部片区地处长株潭 3 市交界
处，是长沙着力打造的“六大片区”之一。

●湖北省日前下发《关于复制推广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的实施意见》，大
力推进“互联网+外贸”，引导传统外贸产业与跨
境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努力形成外贸竞争新优
势。力争2020年武汉综试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额突破5亿美元。《意见》提出，努力在3年至5年
内建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核心区和产业集
聚示范区。

●11月12日，乌鲁木齐开往北屯的Y971次列车
缓缓驶出站台，前往喀纳斯景区的“冰雪童话世界”，
这是“坐着火车游新疆”首次开行冬季旅游专列。冬
季冰雪旅游将成为新疆旅游业发展又一新亮点。

●四川省人民政府日前下发 《关于全面推开
“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要求从11月10日起，
在全省范围内对106项涉企（含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
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
等4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为企业进入市
场提供便利。

●11 月 12 日，陆家嘴金融城召开“国际资管
行业发展大会”“陆家嘴金融城全球资产管理机构
联合会”正式揭牌成立。联合会首届会员单位由
46家机构组成，12家重量级国际知名资管机构签
约入驻陆家嘴金融城，标志着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
在金融领域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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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4242条举措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条举措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

吉林：建设特色主题园区培育新动能建设特色主题园区培育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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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近日出台的 《辽宁省全面推开“证照分
离”改革实施方案》 进行了详细解读。辽宁省对
第一批 106 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进一步减少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的行
政审批事项。在此基础上，辽宁省统筹推进“证
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助推市场主体“一
照一码走天下”。

●11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关于支持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通过
6 类 24 项措施支持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6类措施为推行以自主申报为主的登记制度改
革、推行以强化基础建设和制度创新为主的质量保
障机制、推动以信用约束为主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创新、推动建立公平有序和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支
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体系、支持强化法
制和信息化保障。

●近日，重庆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财政局、人
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创
业担保贷款相关工作的通知》，对全市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政策惠民效益进一步
放大。

●11月13日，在黑龙江省桦南县行政审批局揭
牌仪式上，桦南斯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接到了黑龙
江省发出的第一张“四十一证合一”营业执照，这是
桦南县推进“多证合一”改革，在全省“三十五证合
一”的基础上，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的创新之举。“四十
一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在桦南县全面推开，将不断
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与潜力，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

●日前，《天津市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实施方
案（2018年—2022年）》获天津市政府批复，将继续
推进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建设，整体提升天津市
农村水质达标率和工程运行管理水平，逐步建立“从
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体系，推进城乡供水一
体化进程。按照方案天津市将投资 26.77 亿元，新
扩建水厂 3 座，新建泵站 19 座，改扩建加压泵站
1座。

●来自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称，今年
河北将创建52个省级以上特优区，每个县确定
1至2个主导产业，打造区域公用品牌，重点培
育20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河北在近两年安排了3.95亿元中央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支持56个县，推动一县一业、一村
一品发展，创建特优区。

●目前，山西已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工作，
第一批改革事项涉及106项。对于纳入“证照分离”
改革范围的第一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山西将按4种
方式进行改革：直接取消审批2项；取消审批，改为备
案1项；简化审批，实行告知承诺19项；完善措施，优
化准入服务84项。

●日前，西藏拉萨市成功举办半程马拉松比赛，
该比赛旨在采取“体育+文化+旅游”的方式，打造培
育“高原马拉松”品牌赛事，为促进拉萨乃至全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近日，浙江省提出在新起点上全力打造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升级版。浙江将从
6个方面推进美丽浙江和大花园建设：一是突
出城乡融合，坚持规划引领、区域协调、陆海联
动，形成“全域秀美”格局；二是加快绿色发展，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打通“两山”转化通
道；三是下足绣花功夫，高起点规划、高品质建
设、“高压线”管控；四是注重内外兼修；五是加
强省内、省际和国际合作；六是高标准打好治污
攻坚战。

●山东省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内需补短板促
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扩大有效投资等方面出台42条
具体措施。意见明确，企业技术改造后产生地方新
增财力的50%连续3年全部奖补给企业。今年基本
完成17.2万省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到2020年，投资
1500亿元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推进实
施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
成本。

●宁夏银川市着力破解准营难、项目报批难两
大顽疾，紧扣企业从注册到注销、项目从立项到取得
不动产登记两个“全生命周期”，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取得了企业开办、项目报批“一网通办”“不见面马上
办”等阶段性成果。

●日前，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了《福建省全面推
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从2018
年 11 月 10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对 106 项涉企行政
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4种方式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以建设“创新转型示范区”
为平台，以特色主题园区为载体，助推产业转型，培育
新动能，形成“一区多园，一园多点”的创新转型发展
新格局。特色主题园区形成产业集聚，凸显竞争优
势；项目引领，培育新产业；创新模式，集聚再辐射等
特点。

●1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发布消息显
示，全区电子口岸搭建了海关以及边检等部门信息互
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信息平台，打通外贸企业与口
岸各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缩短了企业通关流程。

●日前，《广东省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
方案》和《2018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方案》印
发，启动深化科技奖励制度一系列重大改革。广东
省科技奖授奖总数将不超过185项，奖金总额上限
为7300万元，比之前增加2800万元，增幅为62%，
奖励力度为目前国内省市最高。新增设的科技合作
奖，契合广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迫切
需求。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披露，首都地区环线
高速公路将有新规划，其中北京段的货运通道
功能拟绕出北京。随着新机场2019年投入使
用，新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高速预计2019年
6月实现贯通。此外，通州和“北三县”整合规
划即将出台，通过加大公共交通建设缓解跨界
通勤压力。

●《陕西生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日前印发，到2020年，陕西省贫
困地区生态屏障进一步筑牢，生态补偿兑现机制进
一步完善，林业产业发展愈加发达，贫困人口参与生
态建设和受益林业产业水平显著提升。陕西省生态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主要任务是：选聘3万多名贫
困人口就地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吸纳一定比例具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参与林业重点工程建设等。

●未来两年多时间里，国家电网将支援甘肃100
亿元，彻底解决甘肃贫困地区电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到2019年底，将完成甘肃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电网改造升级工作；到2020年底，实现配农
网供电质量及供电能力全面提升，自然村动力电实现

“村村通”，户均配变容量基本达到2千伏安。

位于贵州省平塘县牙舟镇与通州镇之间的平
罗高速平塘特大桥的 3 座主塔日前封顶，其中最
高的 16 号主塔塔高 332 米，为世界第一高混凝土
桥塔。

11月13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东双沟镇，
农民驾驶农机在田间收获水稻。近日，江苏省多地
晚稻迎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目前，广西柳江防洪控制性工程落久水利
枢纽工程各项建设进展顺利，主坝工程项目已
完成总体建设的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