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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21条举措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

鼓励民间投资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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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场办法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
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2012年
有民间投资统计口径以来，我国
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始终保
持在55%以上，成为拉动投资增
长的主力军。

“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
键时期，专门出台支持民间投
资发展的政策，发力准、举措
实，意在着力破解制约民间投
资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补齐
投融资配套政策短板，优化民
间投资社会环境。用市场办法、
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加就
业岗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
盛磊说。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
人梁伟坚认为，良好的政策环境，
是推动民间投资稳步发展的重要
基础。中国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
频频出台，相信能够有效提升民
间投资的积极性。

意见要求，根据“十四五”规
划102项重大工程、国家重大战
略等明确的重点建设任务，选
择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条件相
对成熟的项目，多种方式吸引民
间资本参与。

盛磊表示，目前，“十四五”规
划102项重大工程在有序推进，一
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吸收、
撬动民间资本投资参与重大项目
建设，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在稳
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支持制造业
民间投资转型升级

意见要求，鼓励民营企业立
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
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积极加大
先进制造业投资，持续提升核心
竞争力。鼓励民间投资更多依靠
创新驱动发展。

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
达到31 . 4万亿元，连续12年居世
界首位。今年前三季度，高技术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 . 2%，高于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 . 3个百
分点。

盛磊认为，当前我国制造业
已经从打造规模优势，到了加速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加快实现高技术领域核心
突破的关键时期。

“在我看来，发展先进制造业
的核心是创新，就是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全登华说，

“以我们公司为例，新建的中挖动
臂智能焊接生产线，融合数字孪
生技术，可实现多机型动臂智能
化、柔性化生产，生产效率可以提
升2倍以上；新建的智慧下料中
心，大幅提升了产品切割效率，人
力成本可以节约53%以上。”

探索开展
投资项目ESG评价

意见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
展的投资体系，充分借鉴国际经
验，结合国内资本市场、绿色金融
等方面的具体实践，研究开展投
资项目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评价，引导民间投资更加注重环

境影响优化、社会责任担当、治理
机制完善。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主
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永恒认
为，ESG评价是关注环境、社会
和治理责任而非财务绩效的投
资评价方法，强调投资活动对
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以及相关
利益主体权利保障和价值实现
程度的影响。

“当前，国际上的ESG评价主
要针对上市企业开展，专业评级
机构很少针对单个投资项目开展
ESG评价。”杨永恒说，以投资项
目为对象开展ESG评价，有利于
从源头上树立责任投资理念、引
导企业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帮助
民营企业从环境、社会、治理等角
度全方位评估投资项目质量，进
而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质量。

据新华社

下午3点，忙碌的外卖小哥夏德伟来到位于日照莒县同心社区的“小哥食堂”吃饭。饭后，他坐在凳子
上一边休息，一边给手机充电，享受这难得的惬意。“小哥食堂”是由日照莒县政协打造的同心社区阳光
协商议事室联系界别群众“商量”出的第一件民生实事。

文/片 记者 刘云鹤

吃的热乎，还有了歇脚地

自从有了“小哥食堂”，夏德
伟觉得不仅吃的热乎，心里也热
乎了。

这要在以前，这个时间点夏
德伟或许正蹲在街头吃饭，或许
刚从郊区家里吃完饭匆匆赶到城
区，又或许跑遍全城好不容易找
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快餐店。

“小哥食堂”不仅方便还便
宜。夏德伟点的是一份豆沫、小份
红烧茄子、一个馒头，一共花了11
块钱。他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要
一荤一素，加一个馒头，再加一碗
粥，花费10元左右，如果是两个素
菜，也就花7元左右。如果在外面
的快餐店，一顿饭下来怎么也得
15元左右。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
一个现实问题，尤其是对外卖小
哥来说，别人的饭点正是他们的
送餐高峰期。等忙完了，不少快餐
店要么已经打烊，要么餐食已经
凉了。如果回家吃，也不划算。对
外卖小哥来说，时间就是钱。比如
夏德伟，他家在县城边上，吃饭来
回得1个小时。这一小时，能接6到
8单，平均算下来一天少赚不少。

而“小哥食堂”能全天提供热
乎饭。不仅如此，这里还能为小哥
们提供免费热水和充电服务，成
为不少小哥都愿意来的地方。“食
堂饭菜价格实惠，菜品丰富。早餐
一般4元到5元，午餐和晚餐都在
10元左右。”食堂工作人员介绍，
每天前来就餐的小哥平均50人到
80人。

“有时候几个同事碰到一起，
大家一拼桌还能吃上‘八菜一
汤’。”夏德伟笑着说，吃完大家坐
在一起再吐槽聊天，心里畅快了
不少，“有了‘小哥食堂’，不但吃
上了热乎饭，心里也热乎了。”夏
德伟说，每天奔跑在城市的各个
角落，“小哥食堂”的成立，让像他
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城市奔跑者感
受到社会的善意和尊重。

两次“商量”促成食堂开办

这“小哥食堂”是怎么来的？

原来是莒县政协打造的同心社区
阳光协商议事室“商量”出来的。

“小哥食堂”是同心社区阳光
协商议事室成立以来协商办成的
第一件民生实事。这样的协商议
事室充分激发了委员们的积极性
和责任心。从确定议题、调研、协
商座谈再到促成“小哥食堂”开业
用了不到10天时间。

同心社区阳光协商议事室位
于城阳街道同心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三楼，以同心社区为主体。议事
室一共有12名委员，来自不同界
别，议事室明确了协商召集人，由
莒县政协委员、同心社区党总支
书记许崇峰担任。

一次协商座谈会上，有委员
提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风里来
雨里去非常辛苦，尤其是疫情期
间，有的居民出不了门，多亏外
卖、快递小哥们来保障生活物资。
因此有委员提出，能不能给外卖
员、快递员们提供一个吃饭、休
息、充电的地方。同心社区今年初
刚成立了长者食堂，具备这样的
条件，委员们都觉得可行，认为可
以利用现有的条件同时开办“小
哥食堂”。议题得到莒县政协支持

后，委员们紧锣密鼓开始了调研。
“我们这些委员分头对县城内的
快递、外卖企业进行了调研。当时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真的吗’。”
许崇峰说，“因为此前他们觉得外
卖、快递小哥都属于被忽视的群
体。”

四天后，委员们调研完毕，紧
接着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协商
会上，大家一拍即合。今年4月14
日，“小哥食堂”正式成立。

不过食堂刚运行了十几天，
就遇到了麻烦事儿。按照原来长
者食堂的运行模式，食堂只在早
晨和中午开放。根据实际情况，晚
上工作的小哥不在少数。为了给
小哥们提供更切实际的服务，委
员们又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
经过大家共同协商，决定将营业
时间延长到晚上，全天对小哥们
开放。为此，食堂还专门增加了两
名人手。

“商量商量”成口头禅

协商议事室给委员联系界别
群众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最大

限度保证了人民群众作为协商主
体的地位。现在社区里的老百姓
遇到烦心事操心事，“商量商量”
已成为口头禅。

“比如参加‘小哥食堂’筹建协
商座谈会的除了委员，还有群众代
表、党员代表、楼长、物业公司等相
关利益方，大家就‘小哥食堂’的建
设细节、计费标准、任务分工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协商。”许崇峰说，同
心社区阳光协商议事室，协商主体
根据协商议题确定，由利益相关方
代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政协委
员、人才智力库和法律服务团成员
等构成，利益相关方代表和群众代
表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50%，并且
把协商议题的落实成效交由政协
委员、居民代表直接评议，真正做
到把协商全程“晒在阳光下”，由群
众来决定议事的成果和满意度，最
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作为协商主
体的地位，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社区有1万多人，每天都有
群众反映不同的问题，以协商议
事室的形式将政协协商落到基
层，更贴近民生，更能知道老百姓
想什么，说什么，也能让老百姓参
与到社区治理中。”他补充道。

“小哥食堂”只是同心社区阳
光协商议事室通过“商量”解决民
生问题的一隅。议事室自成立以
来，围绕党政关注、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堵点问题开展了一系列专
题协商活动，比如“中央公馆小区
垃圾池设置”“金马怡乐园小区安
装可视门铃系统”“篮球场地扰
民”等，积极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
实际问题18件，实现了小事不出
网格、大事尽量不出社区，让群众
切身感受到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
就在身边。

助推基层治理蹚出新路子

好商量要有好平台，多商量
要有好机制。

像同心社区这样的阳光协商
议事室，莒县一共有32个，分布在
各个街道、乡镇、社区等。有县政
协委员坦言，以前总感觉有想法
没人商量、没地商量，现在谁有想
法了一召集，委员们的热情都很
高。协商议事室不但提供了协商
平台，拓宽了协商途径，也让协商
的转化成效更接地气。

阳光协商议事室的搭建，让
委员们有了很强的归属感，协商
履职的责任感更强了。不仅如此，
莒县政协把“阳光协商”平台打造
成政协委员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
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不断
推动委员有序参与基层协商，帮
助基层协商建立制度规范，实现
基层协商提质增效，有效弥补了
政协工作在乡镇（街道）以下基层
单位的空缺，也为“阳光协商”与
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助推基层治
理蹚出一条新路子。

截至9月底，莒县政协开展各
类“阳光协商”系列活动59次，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7个。“我们
把打造‘有事多商量·阳光协商’
品牌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重要形式，努力干出新时代政协
新样子。”莒县政协常委、县政协
联络委员会主任赵廷升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7日发布，以21条举措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
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其中，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方面，《意见》提出，支持民间投资参与102项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

意见指出，要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支持制造业民间投资转型升级，鼓励民间投资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引导民民间投资积极
参与乡村振兴，探索开展投资项目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要鼓励民间投资以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商量”出的“小哥食堂”
免费热水免费充电，还能在这里歇歇脚

有了“小哥食堂”，小哥们不仅能随时吃上热乎饭，还能歇歇脚。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