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民营经济不仅不会离场，还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连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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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拥有的对海口市振东

物资公司本金2,0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从权
利转让给胡锡莲（居民身份证号：330724196907252525）和
孙捷（居民身份证号：460028197012282839）。现将债权转
让事项公告通知债务人、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并要求

债务人及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
胡锡莲、孙捷履行债务清偿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42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429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1月18日10时至2018年11月19日10时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龙华区海
德路6号现代花园406号房。

起拍价:1，235，882元、竞买保证金：24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11月9日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18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
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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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13907501800

遗失声明
海南马昇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金税
盘，税控盘号：589903319703；及
遗失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
联无金额限制版）10份，声明作
废。
▲陵水北斗云海花木园公司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36068119850419171X01，现 声
明作废。
▲王丹荣不慎遗失海南职业技能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1121001030401480，声明作废。
▲海南兴讯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金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75456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盈邦网络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占尊师遗失房屋共有权保持证,
共有权保持证号:文房证字20026
号,占有份额:二分之一,特此声明。▲邱德颜，邱德先，邱德俊遗失位
于澄迈县金江镇六角塘村民委员
会，新田村《农村宅基地权属证
书》，证书号：澄迈县金江镇六角塘
新田村第6390号农村宅基地权属
证书，声明作废。▲文昌市文琼兴发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上海墙特节能材料有限
公司开具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张（发票代码：3100103620，发
票号码：14653811～14653813）
和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一张，发
票代码：246001320719，发票号
码：00005865，特此声明。▲王海珠（纳税人）不慎遗失税务
登记证副本，证号：地税琼字
460026741104002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腾鼎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原注册资金由原来的142.8571
万元人民币减为133.3333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君和阁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
理相关手续。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苏瑞祥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第0727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
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岛西
路，土地面积为240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住宅。经实地调查，该宗地
四至为：东至康元芳，南至公路，西
至王经进，北至水沟。凡对该宗地
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
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
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
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日

转让建筑公司
有建筑市政公路水利机电等。干
净无纠纷，电话：13876803551

购买工业用地·购买股权
求购老城工业区工业用地30亩；
及求购买(转让的股权）
联系电话13005096553

▲海南鑫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东
风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9722601， 账 号:
266277728220，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三生缘商行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字:
460026197911121825，声明作废。
▲海南有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0751002，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裕盛烟酒茶商行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
号:469003600142646，声明作废。
▲陈赞文遗失交通执法证，证号：
46072029，声明作废。
▲陈玉莲遗失准予迁入户口证，证
号：00739362，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五指山茶园出租
该项目位于五指山市南圣镇，共有
587亩，土地使用年限25年。土地
主要为坡地，可发展林下经济。有
意 者 请 联 系 于 先 生 ，电 话 ：
13611294286。

独栋楼房出租出售
该项目位于五指山市区北侧，番茅
路以西，交通便利。总占地面积
1600m2，建筑面积 1961m2，共七
层，带电梯，整体户型规整、视野开
阔，周边环境优美。有意者请联系
于先生，电话：13611294286

广告

正确认识
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听取10位企

业家代表发言，就一些问题同民营企业家们深入交流，深
入分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民营经
济破解难题开出药方，明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的6个方面政策举措，极大鼓舞了民营经济战胜困
难的信心，有力振奋了民营企业家经营发展的精气神。

党中央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改革举
措，今年以来实施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措
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振了市场信心。但也要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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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当前一些民
营经济遇到的困难是现实的，甚至相当严峻，必须高度
重视。只有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才能有针
对性地解决困难，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

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就要准确把握
困难的成因。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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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分析，作出了高度概括，给人以深刻启示。从外
部看，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风险积聚，民营企业占我
国出口总额的45%，一些民营出口企业必然会受到影
响；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必然
给企业带来转型升级压力，部分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
问题是难免的，是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长期调整压
力；从政策环境看，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同时，也
有企业自身的原因，有的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存
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
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发展困难，就要增强战胜困
难的信心和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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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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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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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
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
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
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对这些
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解决，不断为
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
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民
营企业自身也要练好内功，聚焦实业、做精主业，提高
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增强在风浪中搏击的本领。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落实好党和
国家方针政策，民营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更大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给广大民营企业家打气鼓劲，也对各级党委
和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着力抓好6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我国
民营经济一定能够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呈现更加旺
盛的生机和活力。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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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也期待再开发展新局、再
立时代新功。

在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刘积仁看来，中国的企业家在过去四
十年中享受到了国家发展红利，未来
需要企业家们主动求变。“正如习总书
记所说，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苦
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

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民营

经济加油鼓劲、提振信心。”亨通集团董
事局主席崔根良说，只要我们把企业创
新抓好，把技术攻关做好，把产品质量

做好，就有信心、有决心打造高科技国
际化产业集团，为中国及世界光通信与
能源互联网建设作出新贡献。

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

求，沉下心来，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
加强对前沿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的
投入，以更大的信心和乘风破浪的勇
气，在全球信息产业发展中力争前
列。”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凝聚共识 让民企在新时代再立新功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民营企业发展把脉定向提振信心

北京中关村，集聚了大量民营企
业尤其是民营高科技企业。2日上午，
一批民营企业家齐聚在北京市海淀区
一间会议室内，大家争相发言，畅谈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

“这是深秋里的浓浓暖意，一扫之
前的各种阴霾。”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菁说，“总书记说

到了我心坎里，给企业吃了定心丸，研
发投入还要干下去。”

“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
型的火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
析了这些困难和问题的多方面成因，
在发展关键期为民营经济把脉定向。

“这一年多企业面临很多困难，总书
记的讲话直面问题，明确给出了解决民
营经济发展困难的路径。”北京华胜天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维航说，“这
是民营企业的春天，我们要心无旁骛发
展企业，琢磨产品和管理，练好内功。”

在江苏，苏州经信委副主任杨秀
英这两天正在筹备当地民营企业家座
谈会。“从国际环境变化到国内发展阶
段转换，从融资难融资贵到企业转型
压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直指痛点
和难点，给民营企业发展把准了脉，也

为我们助力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杨秀英说。

“总书记的讲话很暖心。中央高
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难题，让我们倍
感振奋！”四川绵阳赛恩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昆明说，在中央支持
和自身努力下，现在企业面临的困难
一定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直面问题 为民企发展把脉定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抓
好6个方面政策举措落实，“让民营经
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
造活力充分迸发”。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机构责
无旁贷。”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李
斌表示，已要求全省各级分支机构强
化责任意识，通过加大小微企业信贷

投放，加强银政、银企、银保合作降低
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等，纾解民营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云南省正全力深化“放管服”改
革。省工信厅副厅长唐文祥说，将进
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等各项成本、加大

涉企收费清理力度、完善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体系，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面临
的关键问题，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松绑鼓劲、铺路护航。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市，是
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民营经济

较为活跃。凭祥市市长武晓辉说，总
书记的讲话为基层政府服务好民营企
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决打破“卷
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推进产业政
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为民营企业
打造公平竞争环境。

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也离不开完
善政策执行方式。

“要严格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
各类政策执行中避免简单化和‘一
刀切’，不能戴‘有色眼镜’，依法全
面履行职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
展。”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彭
胜坤说。

注重实效 为民企发展开方抓药

美国明日全面恢复对伊朗制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美国政府2日宣布，

将于本月5日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制裁。
这是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
重启的第二轮对伊制裁，届时美国将全面恢复因伊
核协议而解除的对伊制裁。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执
意推进对伊“极限施压”政策，势必导致美伊关系进
一步恶化，同时也给伊核问题以及中东地区前景带
来更多不确定性。

座谈会召开既有“里程
碑”的历史意义，也有“指南
针”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怎样理解座谈会召开的
重要意义？

徐乐江：我认为座谈会召开具有
两方面的意义：

从历史阶段来看，具有“里程碑”
意义。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还没有
这么高规格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详细回顾了党
历史上持续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演变，梳理了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
变强的发展历程，充分肯定了民营经
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很多论断都是历史性的。

从当前来看，有“指南针”的现实
意义。这次座谈会为新时代怎么看待
民营企业、怎么发展民营企业指明了
方向。当前，民营企业确实因为种种
原因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导致一些
民营企业家对政策预期不稳、发展信
心不足。这次会议的召开，彻底驱散
了民营企业家心中的“雾霾”，给他们
吃下了“定心丸”。

当好联系民营企业的
桥梁纽带

记者：全国工商联如何结合自身
定位，贯彻好座谈会的精神？

徐乐江：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
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政
府管理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在
深入学习座谈会精神的基础上，将推
出具体举措落实：

——广泛开展调研活动。深入基
层和企业，倾听企业诉求，及时反映企
业现实困难和企业家合理诉求，推动
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增强企业家政策
获得感。

——创新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善
于利用“互联网+”等手段，有针对性
地为民营企业提供政策、信息、人才、
法律等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普遍
遇到的创新难、融资难、维权难等突出
问题。

——积极维护民营企业家权益。
把推动产权保护和维权服务工作作为
重要举措，发挥全国统一的企业维权
平台和全国工商联法律维权服务中心
作用，加大产权保护个案维权力度。

——创造良好舆论环境。加大典
型宣传力度，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同时，对一些非议和否定、怀疑民营
经济的错误言论，加强引导，及时澄清。

当前，民营企业家有新的期盼，工
商联必须要加强自身改革，提升服务
能力、服务水平，提升不上去，就不可
能成为民营企业家“有方向感、有认
同感、有归属感、有荣誉感、有获得感”
的家园。

引导民营企业驶入高
质量发展轨道

记者：全国工商联在引导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着力点是什么？

徐乐江：座谈会上提出六个方面
的政策举措，针对性很强，直指企业的

“难点”“痛点”“焦虑点”，实在管用，是
满满的干货，都是企业的“重大关切
点”。这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不仅是解
决当前民营企业问题的关键，也是引导
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全国工商联
将着力引导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引导民营企业
家练好内功、提升自身素质。引导企
业家讲正气、走正道，提高经营能力、

管理水平，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
守法搞经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树立
良好企业形象。

还有一个重点是推进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

工商联系统有完善的组织网络体
系，有众多的所属商会组织，他们在政
治引导、经济服务、诉求反映、权益维
护、诚信自律、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等方
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要通过商会
协会的力量，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内部
秩序，在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发挥更多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面临
的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出现了明显
的、新的、可见可感的积极变化。全国
工商联将继续积极协助打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

推动民营企业和金融
机构信息互通

记者：全国工商联一直在持续关
注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出
台哪些举措推动破解？

徐乐江：工商联一直将融资难融
资贵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来抓，通过座谈、访谈、调研等多种形
式听取企业家意见呼声，并将从以下几
方面与有关方面一道共同做好工作：

——推动政策落实。我们与央
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一直
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目前，我们
正在按照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的要求，开展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
广泛听取小微企业意见呼声，深入了
解政策措施落实中的困难问题。

——引导企业降杠杆。我们将召
开工商联系统民营企业防范化解风险
工作会议，对民营企业降杠杆、防止过
度融资进行宣传引导，提出具体要求。

——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近
年来基层工商联与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大多都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组织开
展银企对接、恳谈等形式，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一
些融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发挥基层工商联密切联系企
业、密切联系金融机构的独特优势，不
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更多的企
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对接。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记者
何雨欣）

民营企业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围绕座谈会的相关内容，记者

3日采访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

当好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
——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