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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 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中
国发布的又一重大国家战略。专家指出，《纲要》作为
指导长三角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未来，长三角地区将
成为中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六大目标引领发展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再到长三
角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是中国发展的内生需要，也是
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未来，长三角地区会呈现一个

怎样的发展格局和面貌？《纲要》对此作出了规划。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到 2025

年，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 2.2∶1 以内，中
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距缩小到1.2∶1，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

——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到2025年，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5%，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8%。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到 2025 年，铁
路网密度达到 507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密度达
到5公里/百平方公里，5G网络覆盖率达到80%。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能力显著提升。到 2025
年，PM2.5平均浓度总体达标，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
率达到80%，单位GDP能耗较2017年下降10%。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体系基本建立，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到2025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达到2.1万元，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1.5 年，人均期望寿命
达到79岁。

——一体化体制机制更加有效。资源要素有序自
由流动，与国际接轨的通行规则基本建立，制度性交
易成本明显降低。

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纲要》
的重点规划方向在于一体化发展和区域的协调发展、
均衡发展、创新发展。

《纲要》强调，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张
建平认为，由于各个地市之间均衡发展的格局态势比
较明显，各个地市发展实力较好，因此长三角地区形
成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可行性非常强。

《纲要》提到，要强化区域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
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跨界区域共建
共享。张建平认为，要将协调互动发展落到实处就要
通过创新驱动，加大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用自贸试
验区引领整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程度的提升，用高水平的发展来解决区域发展差距
的问题。

《纲要》 还提出，要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科创＋产业”道
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科创中心建设
为引领，打造产业升级版和实体经济发展高地，不断

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在张建平看来，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加强产业分工协作要求小城市跟上大城市，大城市引
领带动小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两个“轮子”支撑高质量发展

《纲要》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
实质性进展；到 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
水平。

“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张建平指出，长三角
的经济发展基础非常好，在全国的经济总量当中占比
比较高，形成了一大批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百
强县市占到全国的一半，同时长三角地区也有比较高
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而 《纲要》 中对长三角
地区未来的规划也将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科创产业融合
发展体系的建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生态环境
明显的提升。“基于目前的规划，长三角地区今后要成
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引领
区。”张建平说，“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沿，也是第一家自贸试验区的所在地，今后要继续通
过改革开放打造新高地。”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差异化发展非常重
要。”张建平认为，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以发展来促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通过新一轮的
改革开放促进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政企关系的重塑
和营商环境的变化，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不断地改善生态环境，用服务化和高技术化这两个

“轮子”来支撑起未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张建平表示，“未来，长三角地区将朝着世界高标准

湾区的建设方向和发展状态不断推进，将成长为中国非
常强劲的增长极，同时也是面向‘一带一路’的辐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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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近
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整治“景观
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面
子工程”问题的通知》，要求把整治

“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
程”、“面子工程”问题纳入主题教
育专项整治内容，深化学习教育，抓
好自查评估，认真整改规范，加强督
促指导，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指出，近年来，脱离实
际、盲目兴建景观亮化设施，搞劳
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
程”，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
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中都有所发
现，不仅造成国家财力和社会资源
的浪费，而且助长弄虚作假、奢侈
浪费的不良风气。要充分认识这些
问题的危害性，坚持实事求是、精
准施治，稳妥有序抓好整治工作。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问题

据新华社昆明12月2日电（记
者赵珮然） 经过30多年的拯救和保
护，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上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发展到目前
的293头，增长率约为52%。

这是记者 2 日从在云南省普洱
市召开的第一届亚洲象专家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获悉的。
亚洲象作为亚洲现存最大和

最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物，是
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
内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
洱和临沧，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的旗舰物种。

本报北京12月 2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今天从中国银保监会
获悉，《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已经正式发
布，并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办法》 充分借鉴了
同类资管机构的净资本监管要求，
并根据资管新规、理财新规提出的
新要求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特点
进行了适当调整。根据 《办法》，
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应当符合两
方面标准：一是净资本不得低于 5
亿元人民币，且不得低于净资产的

40%；二是净资本不得低于风险资
本，确保理财子公司保持足够的净
资本水平。

具体来看，《办法》 对监管提
出了五方面新要求：

一是落实主体责任。规定理财
子公司董事会承担本公司净资本管
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负责组
织实施净资本管理工作，至少每季
度将净资本管理情况向董事会书面
报告一次。二是明确监管报表要
求。理财子公司应当定期报送净资
本监管报表，并对相关报表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三是明
确重大事项报告责任。理财子公司
净资本、净 资 本 与 净 资 产 的 比
例、净资本与风险资本的比例等
指标与上个报告期末相比变化超
过 20%或不符合监管标准的，应
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书面报
告，并说明原因。四是明确信息
披露要求。理财子公司应当在年
度报告中披露净资本管理情况。
五是规定监管措施。对于不符合
净资本管理要求的理财子公司，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法

律法规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办法》 将结合理财子公司
的特点，通过净资本管理约束，有
助于引导理财子公司树立审慎经营
理念，坚持业务发展与自身经营管
理能力相匹配，避免业务盲目扩
张，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
也有助于确保同类资管机构公平竞
争，防范监管套利，促进我国资管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下一步，银保
监会还将持续做好配套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理财业务监管框架。

银保监会出台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净资本不得低于5亿元且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

进 入 12 月 份 ，
正 是 蟹 黄 膏 肥 时 ，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
县养殖户适时销售
成蟹。泗洪县境内
拥有大闸蟹养殖面
积近 30 万亩，今年
大闸蟹总产量超 3.5
万吨。拥有洪泽湖
湖区40%水面的泗洪
县，好水好生态催
生好行情，今年螃
蟹迎来又一个丰收
年。图为泗洪县陈
圩乡养殖户将螃蟹
出塘销售。

贺敬华摄
（人民视觉）

养殖螃蟹迎来丰收年养殖螃蟹迎来丰收年养殖螃蟹迎来丰收年

不 用 油 ， 不 用
电，男女老少不出家
门都能干，一天也能
挣上几十元钱。河南省
宁陵县刘楼乡郝庄村
用麦秸秆、高粱秸秆
皮，手工编织各种花
色、大小的纯天然馍囤
已 有 300 多 年 历 史 。
馍囤投入市场，很受
消费者的欢迎。图为
郝庄村农民在家中编
织馍囤。

吕忠箱摄
（人民视觉）

编织馍囤
巧挣钱

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根据冬季市场需
求，以家庭或合股办
起了多个米面加工企
业，收纳绿豆、芝麻、玉
米等五谷杂粮，加入传
统的米面作坊制作，
以独特的杂粮风味特
色供应省内外市场。
图为庐江县龙桥镇一
竹谷米面作坊里，村
民们忙着加工、晾晒
五谷杂粮米面。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杂粮米面
俏四方

本报北京12月2日电（记者韩
鑫）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办的第二届
开发性 PPP 论坛获悉，在我国大力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
开发性 PPP 拥有广阔的运用空间和
发展前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的项目管理库中，已
落地的开发性PPP及类似项目近400
个，在各类 PPP 项目中总量排名第
四，投资额超过1.4万亿元，占落地
PPP 项目总投资规模 15%；项目主

要集中在产业新城、产业园区和城
镇综合开发等领域。

近年来，在我国新一轮推广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PPP（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项目建设迎来
高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
三季度末，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
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 9249 个、投资
额 14.1 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 6039
个 ，投 资 额 9.2 万 亿 元 ，落 地 率
65.3%，开工项目累计 3559 个，投资
额5.3万亿元，开工率达58.9%。

本报北京12月2日电（记者杜
海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8.9%，较上月回升 4.7 个百分点；
中国仓储指数为 54.4%，较上月回
升3.5个百分点。

11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和
仓储指数均有较大幅度回升，显

示出随着国际贸易环境趋于稳定
以及电商活动影响，物流活动更
加活跃。

11月份，业务总量指数回升4.7
个百分点，为 58.9%。运输业、仓
储业和邮政业均保持快速增长，显
示出受电商活动影响，需求旺盛，
物流业务活跃。

11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8.9%

前三季全国PPP投资超14万亿元

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达293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