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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加快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

□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听取2019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

理情况汇报，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治

理效能；部署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

会议指出，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

员提案， 是政府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依法

履职、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体现，也是汇

聚众智众力科学民主施政、 推动工作的重要

途径。 去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

表建议7162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3281件，分

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87.8%和85%。 相关部

门认真研究采纳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

议，在此基础上出台1500余项政策措施，有力

推动了打好脱贫攻坚战、增强创新能力、深化

“放管服” 改革、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等工作

开展。 会议要求，要以高度责任感，继续抓好

今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深

入倾听社会和人民群众呼声，凝聚共识，更有

针对性做好政府工作。 一要将办理工作和业

务工作相结合，重点围绕做好“六稳” 工作、

落实“六保” 任务，广泛深入听取社会各方面

意见，向代表和委员问需问计问策，把他们的

真知灼见转化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要切实提高办理质量。

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市场主体反映强

烈的痛点出实招，努力推动加快解决。 对代表

和委员反映集中的事项， 要建立台账挂牌督

办，答复承诺要做的工作必须尽快落实，增强

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三要把与代表和委员沟

通交流贯穿到办理工作全过程， 通过邀请调

研、专题座谈、登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建立政

府部门与代表和委员沟通联系的“直通车” 。

要坚持开门办理，主动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群

众广泛关注的建议提案复文， 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

快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一业

带百业” ，既助力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又

带动创业就业，利当前惠长远。 一要根据发

展需要和产业潜力，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 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

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 加强政府引导

和支持，为投资建设提供更多便利。 二要着

眼国内需求，以应用为导向，挖掘我国市场

规模巨大的潜能，积极拓展新型基础设施应

用场景。 瞄准产业升级和智能制造发展，引

导各方合力建设工业互联网。 适应群众数字

消费新需求，促进网上办公、远程教育、远程

医疗、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应用。 推动通信与

相关行业双向开放与合作，消除行业应用壁

垒，为平台经济发展和行业开放融合营造良

好环境，构建平台及其参与者互促共赢的生

态。 保障个人隐私和网络、数据安全。 三要深

化相关领域国际开放合作， 推动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以实施注册制为主线，系统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

深交所：有序推进在审企业平移和新申报企业衔接

□

本报记者 黄灵灵

4月28日，深交所召开的推进创业板改革并

试点注册制工作动员部署会指出， 以实施注册

制为主线，系统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同步

推进“增量+存量” 改革。加强与市场主体对接，

有序推进在审企业平移和新申报企业衔接。

会议认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新

时代赋予资本市场的重要命题，是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建设的一次重大探索。 一方面，以实

施注册制为主线，系统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

露、交易、退市等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提升资

本市场功能，增强服务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完

善我国资本、科技、产业体系自主良性循环。 另

一方面，同步推进“增量+存量” 改革，在制度

适配、新旧衔接、协同发展等方面作出一系列

探索性安排， 为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积累经验，

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向“深水区” 逆风扬帆、行

稳致远。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

形势复杂严峻，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可能

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全所干部员工要心怀敬畏、担当作为，以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全力以赴完成好改革任务。

一是做好市场组织。 加强与市场主体对

接，按计划完成全市场技术准备，有序推进在

审企业平移和新申报企业衔接，加强中介机构

培训动员，做好投资者宣传教育，推动各方形

成改革合力。

二是回应市场关切。 认真做好规则制度征

求意见工作，组织召开系列座谈会，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建议，夯实筑牢改革制度基础。

三是优化市场服务。 用好用足改革制度供

给，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安排，积极开展政策宣

传解读，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让改革惠及市

场各方，切实增强改革获得感。

贵州剑榕高速清水江特大桥合龙

这是4月28日拍摄的贵州剑榕高速公路清水江特大桥合龙场景（无人机照片）。

4月28日， 由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贵州剑河至榕江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清水江特大桥顺利合龙。 清水江特大桥高184

米，长540米，主桥为塔、梁、墩固结的双塔中央双索面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预计今年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新华社图文

主动求进 国家电网全面提速“新基建”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充电桩、 特高压为代

表的“新基建”建设驶入快车道。“国家电网将

全面开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

联网企业的新征程。”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日前

表示，下一步，要全力推进公司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新基建”的国家电网新高地。

充电桩建设按下“加速键”

4月16日，由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承

建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公共充电站工程正式

开工。

“我们将在园内分别建设861个新型交流

有序充电桩、37个直流充电桩。 ” 国家电网北

京电力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园内首先开工的

停车楼充电站项目，共安装475个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智慧有序充电

楼。 今年，国家电网北京电力计划实施2819个

充电桩建设工程， 可覆盖北京城市副中心、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场馆周边、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

在“新基建” 战略引领下，国家电网新一

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正加速前进。

4月14日，国家电网召开的2020年全面建

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项目集中联动开工视

频会议宣布，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等18个

省（直辖市）集中联动建设126个示范带动项

目，涵盖公共、专用、社区等多种类型充电基础

设施。 2020年，将安排27亿元投资充电设施建

设，新增充电桩7.8万个，预计可带动新能源汽

车消费超过200亿元。

国家电网专职新闻发言人王延芳表示，下

一步，国家电网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建设，以车联网平台为主导，充电桩为基础，

持续提升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服务能力，积极

引入各类社会资本通过合资、联营、加盟等方

式参与，共同构建全国充电一张网，建设电动

汽车能源服务生态体系。

特高压建设“火力全开”

作为带动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的 “发动

机” 国家电网特高压开复工亦提速。

近日，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湖北段正式开工，这是湖北省开工的首个

重大能源项目， 拉开了湖北未来3年新增近

3000千米输电线路、1400万千瓦输电能力的

特高压工程建设大幕。

“我们将全力以赴，在2021年上半年完成

武汉特高压换流站土建施工， 确保实现2021

年底工程建成投运的总目标。 ” 国网湖北送变

电工程有限公司职员俞斌表示。

2月以来，从青海到河北，从四川到江西……

由国家电网投资建设的一项项特高压工程正

加速复工复产。

目前， 国家电网正加快建设1000千伏蒙

西—晋中、驻马店—南阳、张北—雄安交流工

程和±800千伏青海—河南、 雅中—江西、陕

北—湖北直流工程， 计划2020年至2021年建

成投运。 加快推进1000千伏南阳—荆门—长

沙、南昌—长沙、荆门—武汉、驻马店—武汉、

武汉—南昌交流工程和±800千伏白鹤滩—

江苏、白鹤滩—浙江直流工程前期工作，力争

今年全部获得核准并启动开工建设，2021年

至2023年建成投运。

“目前，国家电网覆盖范围内的8项特高

压工程已全面开复工。 ” 王延芳表示，预计全

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1811亿元， 可带

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整体规模5411亿元，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

能源互联网企业

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

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国家电网千方百计培

育新增长点，主动求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动能。

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全力推进公

司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研究出台指导意

见，高质量编制“十四五” 数字化规划，合理安

排项目规模、布局和时序，积极争取纳入国家

有关规划。 要全力推动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

网等关键领域、重点工程建设，注重能源互联

网生态构建。要整合资源、挖掘潜力，加强数字

化新兴产业培育拓展，大力推进基础资源和平

台运营、数据增值变现等商业模式创新。

国家电网积极在深化改革上攻坚突破。在

电力改革方面， 要加快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提高电力资源配

置效率。在国企改革方面，要聚焦主责主业，在

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企业内在活力。

A02�财经要闻

龙头集聚成色足

“科创100” 来了

4月29日， 科创板第100家上市公司光

云科技登陆科创板，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正

式进入三位数的量级。 数据显示， 科创板

100家上市公司所属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细分行业龙头集

聚，科创成色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