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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民
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必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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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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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座谈会。

座谈会上，刘积仁、鲁伟鼎、王小
兰、孙飘扬、卢勇、汤晓鸥、刘汉元、谈
剑锋、刘屹、耿哲等10位企业家代表
先后发言，就新形势下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发言过程中，
习近平不断提问和插话，就一些问题
同民营企业家们深入交流，并要求有
关部门认真研究、妥善解决。现场气
氛热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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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表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
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
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
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
大门。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

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
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
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
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长
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
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
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能
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
没。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在坚持基本
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
的，从来没有动摇。我国公有制经济
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
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
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
展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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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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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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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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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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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
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
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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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是多
方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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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
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
一定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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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我
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下
行压力有所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
多。这些都是前进中必然遇到的问
题。我们要看到有利条件，增强对我
国经济发展的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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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中共中央日前批准：童道驰同志任中共海南
省委委员、常委。

中共中央批准
童道驰同志
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彭
青林）11月1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
贵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听取我省人才引进培养、
专项引才工程和人才招聘等工作情
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刘
赐贵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
管人才原则，在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加快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
作用，积极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
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为人才提
供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做好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这篇大文章。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委人才工作
委员会工作规则》《省委人才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听取了半年
来我省人才引进培养情况和“海招
网”工作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好校长
好教师”“好院长好医生”“妇幼双百”
等专项引才工程情况汇报；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海南省招才引智北京重点
高校招聘会方案》以及加强引进外国
人才工作的相关文件。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人才工作，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
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习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
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中关于人才工作的指示要求，坚
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省战
略，积极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
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做好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这篇大文章。

会议要求，按照机构改革要求成
立的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在省委
统一领导下，专司其职、统筹协调，按
程序作出省委关于人才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架构，
围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紧缺急需人
才，坚持“缺什么引进什么、需要什
么培养什么”原则，制定人才规划。
要培养、引进、使用并重，深入基层、
单位和行业了解实际人才需求，把
人才工作细化到每个岗位。要高度

重视本地人才的培养使用，加快完
善和实施符合海南实际的培养计
划，进一步发挥本地人才和引进人
才的叠加优势。

会议对半年来各部门实施《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的工作成效给
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
收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
和落实好有关文件。要加快完善

“海招网”多语种信息发布、线上招
聘和手续办理等功能，加强线上工
作和线下活动的整合，打造成更有
生命力的人才引进平台。要将教
育、医疗等专项引才工程纳入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总体引才计划，进一步
总结完善提升相关措施。要以实践

经验为重，为急需岗位引才，面向全
国高起点、高标准、依法依规开展好
重点人才招聘活动。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都要为人
才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要以
制度创新为核心，着力打造法治化、
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
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要加强教
育、医疗、住房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配套政策。特别是要创新境外
人才机制，用好中央赋予的特殊人才
政策，在引进使用境外人才上实现突
破，确保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
得好。

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彭金辉，副省长王路，以及
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求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积极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环境

李军出席

本报博鳌11月1日电（记者彭
青林）10月31日下午，省委书记刘
赐贵来到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南强
村等地调研，与村民共话美丽乡村建
设，实地见证这里的环境好起来，村
民们收入多起来，用笑容和掌声朴实
地表达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高度认
同。刘赐贵强调，博鳌要强化“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形成政府、企业、村民
的合力，因地制宜改造提升，打造乡
村旅游的全产业链，形成规模效应，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在海南乡
村振兴中当好“排头兵”。

地处沙美内海的沙美村三面环
水、风光旖旎，过去一直“养在深闺人
未识”。自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以来，
道路、环保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
容村貌和村民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游客多起来，村民的钱包
也渐渐鼓起来。刘赐贵一行漫步沙
美，只见水光山色映照着红树林，一
栋栋民居错落分布在椰林榕树之中，
美不胜收。特别是村里四处开设的
老宅民宿、农家乐，以及富有琼海特
色的“杂粮”“公道”等小吃店，引人注
目、更添风情。

刘赐贵走进店家，详细了解经营
情况，与村民促膝而谈，得知这里的
贫困户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实现了脱
贫致富，感到非常欣慰。刘赐贵说，
美丽乡村建设一定要让百姓得到实
惠，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实现脱贫致
富，家家户户都过上好日子，就是美
好新海南的很好体现。省直部门和
地方党委政府重点要改善提升“五
网”基础设施；村委会要充分发动群
众，激发大家主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 下转A02版▶

刘赐贵在博鳌调研美丽乡村建设时要求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范例 勇当海南乡村振兴“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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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2018－2022年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B02版）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 （记者罗霞 实习生王淼
通讯员王鸿毅）省商务厅11月1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海南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寻求更大发展空间。
前三季度海南对外投资额再创新高，实际对外投资超
过22亿美元，全国排名第7位。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实际对外投资22.24
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和2016年两个全年我省对外
投资额的总和，投资同比增长7.8%。

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得
到积极推进：海垦控股集团并购印尼KM公司，进一步
完善了我省橡胶产业链；海南顶益绿洲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建设的柬埔寨—中国热带生态农业合作示范区，
成为国家首批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之一，部分项目入
园生产；海垦胡椒公司成功并购柬埔寨一家胡椒种植
园，增强了海南胡椒产业在国际胡椒市场的话语权，还
将在柬埔寨建设胡椒加工厂，参与整合柬埔寨胡椒产
业链；春光集团在印尼投资建厂，开展椰子系列产品生
产。此外，我省对外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非理性投资
得到有效遏制，前三季度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农业种植
和加工、生物制药、能源、批发和零售等产业，房地产、
体育和娱乐业领域没有对外投资新项目。

前三季度海南实际
对外投资超22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全国排名第7位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市
农场退休干部刘荣贵——

一生辛劳不服老
帮扶乡亲谱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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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王聘
钊）11月1日上午，海口市江东新区启动首个生态修
复工程，对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内886.9亩鱼虾塘实
施退塘还林还湿。该项工程共计投入1.7亿元，预计
明年春节前完工。

据了解，该项生态修复工程，主要针对的是东寨港
红树林保护区缓冲区内886.9亩鱼虾塘，另外还包括
9.22亩边角地。根据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此次退塘还
林还湿的土地中将有350亩种植红树林，其余土地将
恢复为滩涂湿地等，供鸟类栖息。

海口江东新区
首个生态修复工程动工

《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着力
解决工程性和季节性缺水问题

我省将打造
海岛型立体水网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电话。

特朗普表示，我重视同习近平主席
的良好关系，愿通过习近平主席向中国
人民致以良好的祝愿。两国元首经常
直接沟通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经常联
系。我期待着同习主席在阿根廷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会晤，我们
可以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我们的会晤做好
充分准备。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愿
继续扩大对华出口。两国经济团队有
必要加强沟通磋商。我支持美国企业
积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再次同总统先
生通电话。中方已就中美关系多次阐

明原则立场。希望双方按照我同总统
先生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中美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我也重视同总统先生的
良好关系，愿同总统先生在出席阿根廷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会晤，
就中美关系及其他重大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我们两人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扩大中美经贸合作都有良好的愿
望，我们要努力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双方
在经贸领域出现一些分歧，两国相关产
业和全球贸易都受到不利影响，这是中
方不愿看到的。中国即将举办首届国
际进口博览会，这显示了中方增加进
口、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很高兴众多
美国企业踊跃参与。中美双方也有通

过协调合作解决经贸难题的成功先
例。两国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就双方
关切问题开展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
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
意见。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朝鲜半
岛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中方赞赏总统
先生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历史性会
晤，推动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
决进程。希望美朝双方照顾彼此关
切，进一步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
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进程。中方将继
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特朗普表示，今年以来，美朝会谈
取得了积极进展。美方高度重视中方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继
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