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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记者邹伟、韩洁

金秋的北京，迎来又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
气。

11 月 1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暖意
融融。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会场，向大家亲切致意。

“大家好！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主要
是听听大家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
意见和建议。首先，我向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和
全国广大民营企业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的开场白开门见山、直奔主
题，赢得参会民营企业家代表的热烈掌声。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
量。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引发各界人士和海
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前不久，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时重申“两
个毫不动摇”，在给受表彰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中
明确“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
是错误的”，在广东考察时提出“要为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这一次，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体现了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始终如一的重视、
关心、支持。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各有关方面负
责同志来了，50 多位民营企业家代表来了……
会议规格之高，体现出座谈会不言而喻的重要
性。

2 个小时的座谈，始终洋溢着积极而热烈
的气氛。

“今天开这个会，目的是集思广益、坚定信
心、齐心协力，保持和增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良
好势头。”习近平总书记坦诚的话语、务实的态
度，鼓舞着参会民营企业家代表抒心声、道实
情、献良策。

10 名来自软件研发、环保、医药、网络安全
等不同领域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
探讨形势、剖析问题、提出建议。习近平总书记
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情况，同大家深入交
流。

“我们医疗公司的分拆，由于国内资本市场
政策面不支持，不得不选择更复杂、更长的路线
去寻求海外上市。”迎着总书记期许的目光，首
位发言的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积仁说，
“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强
大助力。”

“当前民营企业最大的挑战，在民营企业自

身。”已故民营企业家鲁冠球之子、万向集团
董事局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鲁伟鼎谈到企
业发展表示，“我会始终琢磨万向，心无旁
骛。”

“鲁冠球同志是咱们最早的一批企业家，
是民营企业中的改革先锋，那一批人里头做
到现在仍然蓬勃发展的，万向比较典型。”听
完鲁伟鼎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我总
结，一个是心无旁骛，主业把握得牢；再一个
思想不落伍，总在前沿探索。培养后代上也做
得很好，这叫‘创二代’嘛。”

总书记的一席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随着座谈深入，气氛更加轻松，发言更加

踊跃。
融资渠道不畅、税费压力较大、一些领域

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发言的民营企业家代
表们敞开心扉，道出了企业发展中的各种困
扰。

围绕“营造产业自主创新环境，提升民族
药企核心竞争力”这一发言主题，江苏恒瑞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飘扬坦言，目前产
业政策的某些环节仍存在瓶颈。

“你说的这几个问题，中央深改委已经有
顶层设计，关键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明确表态，让他吃下定心丸。

作为中小企业的代表，秦皇岛星箭特种
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勇提出，希望加大对
军民融合企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

“‘民参军’企业不可替代。”总书记微笑着
鼓励他，“军民融合今后发展空间很大，意义
作用很大，相信你提出来的问题会得到解
决。”

“2018 年，中关村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困难和压力。”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在
发言中反映金融市场环境趋紧、中小企业应
收账款居高不下等问题，建议尽快完善相关
法规。

王小兰提到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货款现
象，山东和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耿哲也反映了大型国企和有关政府机构拖欠
货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回应说，“这个问题
值得关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都不能打白
条，店大欺客不行。这个事，有关部门要好好
抓一下。”

会场上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怎么落实怎

么执行？今后清理‘老赖’也要清理政府‘老
赖’。”习近平总书记继续说，“我们抓八项规

定，这些都属于违反规定的问题，政府‘老赖’
也得列入黑名单。党中央支持你们讨债，如果
再赖下去，我们会帮你们打官司。”

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问题背后更有箴言。切实推动权利、机

会、规则平等落地见效，加大扶持自主创新融
资力度，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鼓励国企和
民企联手推动国际合作，创新有关监管方
式……民营企业家代表们立足各自领域，纷
纷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
经济功不可没！”习近平总书记说。

数字足以佐证：整个经济体系中，我国民
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
数量。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
2010 年的 1 家增加到 2018 年的 28 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
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加强
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
制”……针对当前社会上一些否定、怀疑民营
经济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回避：“这些
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
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
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任何否定、怀
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
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
丸、安心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还结合自己的从政历程谈
到，“无论福建、浙江还是上海，我们恰恰是在
实践中认识到民营企业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
作用，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理解，我们党已经把这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成果上升到制度层次。”

“总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
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
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
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直面当前民营经济的困难和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分析指出，这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
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
头的结果，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是我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结果，是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也有企业
自身的原因。

“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
的烦恼”——— 习近平总书记如此评价当前民
营经济遇到的困难，并勉励大家，这些困难
“一定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看到有利条件，
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胜信心，越要保持
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只要信心不滑
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习近平总书记为下一步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指明方向：

———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完善政策执行方式；
———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
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
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殷切的寄语、坚定的决心，让在座民营企
业家代表更感振奋。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近中午，大家言犹未
尽。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民营企
业家代表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民营企业家
们还有好多心里话要向总书记汇报，大家抓
紧宝贵时间，同总书记面对面交流。会场上一
次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很感动、很激动、很受鼓舞。”参会的东
岳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建宏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每句话都是我们想要听的，都说到了我们
的心坎上。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把企业做
好，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
平，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此时的东大厅内，悬挂正中的幽燕金秋
图上，青松巍然林立，红叶遍染山巅，正是一
派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侧记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31 日电(记者邓仙
来、熊茂伶)世界银行 10 月 31 日发布《 2019
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营商环境较去年
大幅提升 30 多位，在 190 个经济体中名列第
46 位。

报告说，中国在过去一年里为中小企业
改善营商环境实施的改革数量创纪录，位列
今年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前十。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说：“在过
去一年里，中国在为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
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使中国进入(营商环
境)世界排名前 50 的经济体之列，这体现出
中国政府对培育创新和私营企业的高度重
视。”

报告显示，在 10 个主要指标中，中国在
“开办企业”和“获得电力”两方面改善最为
显著。“开办企业”指标排名由去年的 93 位
上升至 28 位。“获得电力”指标排名从去年
的 98 位上升至 14 位。中国在“办理施工许可
证”“登记财产”“保护少数投资者”“纳
税”和“跨境贸易”五个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改革。

《 2019 营商环境报告》追踪了 2017 年
6 月 2 日至 2018 年 5 月 1 日间世界范围内
的经济监管改革，共发现 128 个经济体实施
了 314 项改革，改革数量创 2003 年有统计
以来最高纪录。

《营商环境报告》是世界银行的旗舰报
告，自 2003 年起每年发布一份，至今已发
布 16 期。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记者马卓
言)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国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发展，共
享发展机遇。

陆慷说，世行的评价是公正客观的，
也反映了中国致力于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坚定承诺和有效
举措。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方
将继续坚定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不断完
善投资环境，让中国越来越成为外国企业
投资的优选之地。我们欢迎更多外国企业
来华发展，共享中国发展机遇。”陆慷
说。

世行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显著提升
外交部：欢迎更多外企来华共享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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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韩洁、邹伟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
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
不会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 1 日上午
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重申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的坚定立场。他在讲话中为
民营企业纾困开出“药方”，对
民营经济未来发展提出殷殷
期望，引发与会企业家代表强
烈共鸣。

“我们感受到了党

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的坚定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复杂
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社会上流
传着“民营经济离场论”等一些
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明确指出，任何否定、怀疑、动摇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
不要听、不要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感受到了党中央大力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坚定决心。”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积仁说，企业从来都是在与困难斗争中成长的，困难并不可
怕。

“这是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只要有了政策的确定性，
我们就能坚定信心、心无旁骛地搞好企业，克服前进中的困
难。”刘积仁说。

作为北京中关村的民营企业代表，时代集团公司总裁
王小兰在发言中谈到了中关村企业近期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和压力。现场聆听了总书记讲话后，她倍感振奋。

“总书记的讲话特别生动、接地气，让我们有‘自己人’的
感觉。”王小兰说，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民营企业发展如数家
珍，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不回避
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为民营企业家扫除了疑虑，鼓
舞了干劲，提振了信心。

“贯彻好会议精神，就要坚持一视同仁

的重要原则”

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民营经济的困难和问题？如何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抓好 6
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参加座谈会的金融机构代表纷纷表示，坚决落实好中
央政策部署，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

“此次座谈会传递出重要信号，部署的 6 项措施非常实
在，是对民营经济的极大鼓舞。”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说，
6 项举措中第二条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措
施明确任务清晰，给银行业更好服务民营经济明确了方向
标，相信随着政策落地，民营企业整体融资环境会有很大改
善。

交通银行行长任德奇说，对金融机构而言，贯彻好会
议精神，就要坚持一视同仁的重要原则，不管公有制经济
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给予同样的支持。总书记的讲话
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坚定了发
展的信心，“只要迈过这个坎，前面就是光明大道。”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说，作为国有大型金融
机构，把更多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既是落实总书记的
要求，也是金融人必须破解的难题。当前民营企业发展虽
遭遇一些困难，银行业会继续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
坚信熬过这个冬天就是新天地。

“抓住机遇，做创造历史的勇敢者”

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市场、融资、转
型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
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站在过去看今天，万向是成功的；站在今天看今
天，万向是平稳的；站在未来看今天，万向是有风险的。”
万向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鲁伟鼎说，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民营企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万
向而言，未来最关键的是守正创新，发挥万向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作用，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凝聚更大力量，
加速制造业的变革，引领高质量发展。

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在改革中变压力为动力。
“作为一家从事汽车发动机尾气治理的环保企业，我们

对行业前景充满信心，对企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安徽艾
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屹说，面向未来，企业关键
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结合自身优势，加大自主创新
力度，迈向更大的发展。

企业如何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在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
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汤晓鸥看来，发展高科
技产业必须人才先行，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加强专业人才培
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要与传统行业相结合，用新技术提高
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让民营企业的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政府千方百计、政策千方百计、舆论千方百计，都在为
民企助力加油。”参会民营企业家表示，要趁势而上，抓住机
遇，做创造历史的勇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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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
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习
近平总书记 1 日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
发表十分重要的讲话。总书记突出问题导向，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就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刻阐释，提出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6 个方面政策举措，
表明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为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
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
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

业数量。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
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
们自己人。”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大政方针。近一段
时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阐明立场和政策。在这次座谈
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
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
有变。三个“没有变”的郑重宣示，释放了正
本清源、提振信心的强烈信号。

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
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

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转型的火山。这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
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
果，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
的烦恼。我们既要高度重视、直面困难，也要
保持定力、精准施策，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变压力为动
力，实现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就要去疴除弊、减压
降负，加大减税力度，降低企业成本，让民营
企业轻装上阵；就要舒筋活血、开源浚流，改
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
制，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
径，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
要优化环境、厚植土壤，打破各种各样的“卷
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执行政策一视同

仁，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就要守住
底线、把好分寸，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把关心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成
长落到实处；就要保障安全、稳定预期，保障
民营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
业合法经营，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
谋发展。

回望改革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
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基本经
济制度，落实好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鼓励、支
持、引导民营经济再开发展新局、再立时代
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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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这是给了

我 们 一 颗 定 心

丸 。只要有了政

策的确定性 ，我

们 就 能 坚 定 信

心 、心无旁骛地

搞好企业 ，克服

前进中的困难。”

“政府千方

百计 、政策千方

百计 、舆论千方

百计 ，都在为民

企助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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