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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多地发力稳投资，一批重大项

目进入了密集开工期。

1 月 4 日，新年首个工作日，上海 64 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在线新经济、航空航天及租赁住

房、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超 2700

亿元；

同一天，河南郑州首批209个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同时开工，项目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基础设施、

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总投资达1381.1亿元。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除上海、郑州外，陕

西咸阳、湖北荆州、四川宜宾、湖南长沙、广东

中山等地都迎来了重大项目的集中开工。

“这些重大项目既有基础设施领域补短

板项目，又有产业发展领域强弱项、锻长板项

目，还有民生发展和生态环保项目，体现了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

资所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说。

专项债券带动有效投资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之下，中国经济之所

以表现出足够韧性，重大项目功不可没。

2020 年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各地深

入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目前已初见

成效。

以上海为例，本次集中开工的 64个重大

项目，有三分之二是在 2020年 3月 31日上海

市重大产业集中签约活动上的签约项目，实

现了当年签约、当年落地。在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背景下，这批重大项目的率先“起

跑”，有望为上海“十四五”高质量开局注入强

大动力。

事实上，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加速

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扩大高质量投资，一

直是各地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之一。在这个过

程中，专项债券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据介绍，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及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冲击，2020 年我国新增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1.6

万亿元，同时提高了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

本金的比例，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

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以及地方公

共卫生和防疫体系建设等。

“从实际效果看，专项债券发行带动了各

地增加有效投资，支持了补短板、扩内需的需

要，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吴亚平说。

吴亚平表示，从近期各地开工的重大项

目看，基本延续了此前的政策导向。2021 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稳投资将更加聚焦优

化投资结构，更加强调在补短板、强弱项、惠

民生等领域发力，这也将在各地的重大项目

建设中得以体现。

着力挖掘新兴消费潜力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今年我国

将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切实加强需求侧

管理，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宁吉喆此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事实上，上述部署为 2021 年扩大有效投资、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指明了方向。

据介绍，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方面，我国

将从构建创新体系入手，在自主安全产业链

供应链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以及粮食安全、现代种业

提升、黑土地保护等领域启动一批重大项目

建设，以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比如产业链作为 2021 年政策关键词

之一，在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等多个部委

工作部署中均有所提及，围绕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产业链等领域，

将成为今年稳投资的重要着力点。”吴亚

平说。

在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方面，我国将

着力挖掘新兴消费潜力，围绕“两新一重”

扩大有效投资，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全

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川藏铁路、

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实

施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跨流域跨

区域重大引水调水等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

“2021 年将重点围绕新型消费、区域消

费中心建设、农村消费、消费供给等方向，推

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举措。比如，在挖掘

新兴消费潜力方面，将制定出台《加快培育新

型消费实施方案》等。”宁吉喆表示。

深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重大项目建设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

连着民生保障，是调结构促转型、打基础增后

劲的重要抓手。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表示，2021 年将继续推进落实补短板、

稳投资各项重点任务，在储备实施一批补短

板重大项目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大对重大战

略和重大工程的投入力度，不断深化相关改

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随着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一些

临时性救助政策将稳妥退出，投资政策也将

作出相应的调整，重大项目落地实施会不会

受到影响？对此，宁吉喆表示，中央预算内投

资、地方专项建设债券将总体保持稳定，在此

基础上积极做好专项债券项目有关工作，力

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吴亚平建议，在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可持续性前提下，要推进重大项目投

融资模式创新，促进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运用好国家有关 PPP、政府专项债、企业债

券 、基 础 设 施 领 域 不 动 产 投 资 信 托 基 金

（REITs）等政策工具，不断健全投融资体制

机制，促进投融资方式多样化，加快重大项目

落地实施。

“重大项目落地实施的过程，也是进一步

拓展投资发展空间的过程，有助于促进投资

的稳定增长和自身结构的优化调整。未来，

要充分发挥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

作用，以重大项目为强引擎、硬支撑，助推我

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吴亚平说。

重大项目密集开工释放哪些信号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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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南高铁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庞彩霞）“没有人才支撑，我

们在 2020 年就不可能完成 48%的增长。”格兰仕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表示。1月 6日，记者

在格兰仕集团顺德总部工业 4.0 基地生产车间了

解到，该公司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2020 年初，

格兰仕集团发布招聘“14000+”人计划，2020

年 12 月，该集团再次发布追加招聘 5000 人的计

划，包括一线技工和智能制造、数据研发、算法

工程师等方面高级人才岗位。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就业大省，

就业工作关系全国就业大局稳定。“2020 年广东

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持续向好，就业形势明显

好于预期。”广东省人社厅厅长陈奕威介绍。数

据显示，2020 年，广东城镇新增就业 120.5 万

人，占全国新增就业总量约九分之一，调查失业

率控制在 5.5%以内；全省 3100 万异地务工人员

未出现明显回流，广东省 50.8万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未就业人员动态清零，对口帮扶省份贫困劳

动力在粤稳定就业比例超90%。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广东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及时出台

“双统筹 30条”“复工复产 20条”，分批分级、科

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速经济恢复；

出台“中小企业 26 条”“金融暖企 18 条”“个体

工商户23条”等系列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广东落实国家规模性助企纾困政

策，为各类市场主体减税降费超过 3000 亿元，

新增信贷 2.6 万亿元，2020 年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230万户，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出台“2.0版促

进就业 9 条”，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发放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 125亿元，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285万人次。

广东佳居乐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告

诉记者，该公司 2020 年 2 月至 12 月仅从职工医保方面就获

得 132 万元减免，企业将这部分政策红利充分用于员工培

训。此外，该公司还组织全国近 400家经销商技术骨干大轮

训，有效地提升了员工的技能水平。

广东还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和贫困劳动力

就业工作，深挖政策性岗位供给，提供政策性

岗位超 12.5 万个，目前 2020 届高校毕业生总体

就业率超97%。对离校未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帮扶，有就业意愿的 100%

实现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外省在粤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将其稳在岗位、稳在企业、

稳在当地。

“这款大米香味纯正，口感软而不黏牙……”

在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来自贵州的学生杨

再燕正在直播销售扶贫地区的大米。半年前，

她来到该校“黄埔·三都民族技工班”学习电

商销售，如今已可以熟练地直播带货。广东岭

南现代技师学院电子商务学院院长龚辉介绍，

目前该校农村电商班即将毕业的学生已被各地

用人单位预订一空。

此外，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广东深入实

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

工程，以低门槛甚至零门槛职业培训提升劳动

者素质，让老百姓的就业“饭碗”端得更稳。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粤菜师傅”工程培训 6.5

万人次，带动就业创业 15 万人次；“南粤家政”

工程培训 28.85 万人次，带动就业创业 44 万人

次；技工院校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8%

以上。

广东各地人社部门也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

势，挖掘就业潜力。如广州市各区加大社交电

商、直播、短视频等网络展示和营销推广农产

品的培训，提高农村电商影响力。其中，从化

区将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范畴，招募农村淘宝事业的合伙人，积极开展

“职业农民经纪人”“领头雁”等创业培训。据

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广州各区通过举办公益培训

班，委托企业、培训机构培训等方式，共开展农村电商培训

494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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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2日讯（记
者刘春沐阳）记者从水利部获

悉，2020 年全国水利系统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多流域发生

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千方百计

稳投资、保增长，全年落实水

利建设投资约 7700 亿元，创

历史新高。

2020 年，水利部指导地

方抓住国家扩大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规模、加大金融支持

水利建设的有利时机，组织地

方水利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建

立水利工程补短板使用专项债

券和银行贷款项目库，指导督

促各地积极利用政府专项债券

和银行贷款，尽可能增加水利

投资规模，对冲疫情影响。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落实规模达

1509 亿元，是 2019 年全年落

实规模的近6倍。

2020 年，水利部门开工

建设雄安新区防洪骨干工程、

湖南犬木塘水库、重庆渝西水

资源配置工程、吴淞江治理上

海段、四川亭子口灌区等 45

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数量为

历年之最，投资规模超 1700

亿元，为稳投资、保增长持续

发力。

此外，为把疫情影响降到

最低，水利部还及时开展水利

投资计划执行调度会商，以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总目标为

底线，逐月逐省跟踪各类水利

项目建设进展、投资计划执行

情况，采取综合调度和专项调

度相结合、视频调度和现场调

度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督促各

地根据疫情状况、工程特点、

气候条件等因素，分类施策，

加快投资计划执行进度。

2020年，水利部调度会商 8次，集中约谈 4次，印发

督办函 53 份，扭转了受疫情、洪涝影响造成前三季度建

设进度滞后的局面，11 月份赶上往年正常水平，年底前

投资计划完成率 91%，圆满完成 2020 年度投资计划执行

目标任务。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下一步水利部将会同各级水利部门，以重大水

利工程、防洪薄弱环节建设为重点，加快水利工程建设，

不断提高流域、区域水安全保障水平，不断发挥水利稳投

资、保增长的重要作用。

1月 12 日，建设中的贵南高铁广西河池市龙江多线特大

桥。目前，贵南高铁广西段 GNZQ-4 标段建设正有序推

进。贵南高铁是连接贵阳市与南宁市的高速铁路，是《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之一“包（银）

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482 千米，共设 14 个车站，设

计速度350千米/小时，预计2023年建成通车。

高东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