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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强
烈反响。四川在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方面有哪些谋划部署和过硬举
措？记者采访了中共四川省委书
记彭清华。

让民营企业在发展中
健康成长

记者：请谈谈四川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总体考虑。

彭清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向各级党委、政府发出了“动员
令”，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干
事创业吃了“定心丸”。我们及时组
织传达学习、抓好贯彻落实，坚定用
总书记重要讲话统一思想认识，坚
决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
实处，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
巴蜀大地民营经济千帆竞发、万马
奔腾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民营经
济从鹌鹑蛋、猪饲料、鱼饲料起步，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省民营经济总量每年以千
亿元递增，2017年实现增加值2.07
万亿元，呈现出“双五双九”的特
征，即创造了 50%以上的经济总
量，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占有
了 90%以上的企业数量，提供了
9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可以
说，民营经济在四川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民生改善、创新创造和推
进高质量发展中功不可没。

前不久，四川省党政代表团到改
革开放的先行区广东、浙江考察学
习，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习借鉴两省
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
20日，我们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并以视频会议形式一直
开到县。大会隆重表彰了100名全
省优秀民营企业家、100家优秀民营
企业和70个先进单位，同步举办民
营企业产业发展、金融支持、创新发
展三个论坛，省委出台了《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健
康”这个词尤为关键。我理解包含
三层内容，即：企业主体要走出健康
的“发展之路”，努力在转型发展中
强身健体、提质增效，在创新发展
中增强活力、塑造优势，实现高质
量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培植健康
的“成长土壤”，最大限度发挥政策
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营
造重商、尊商、亲商的良好氛围；政
商关系要彰显健康的“交往之道”，
亲而有度、清而有为，领导干部坦
荡真诚搞服务、实实在在解难题，
民营企业家挺直腰杆办企业、光明
正大搞经营，实现企业健康发展、
企业家健康成长。

“刀口向内”促改革
关心关爱企业家

记者：四川在支持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

民营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彭清华：四川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结合实际逐
项对照落实，制定了 20 条具体举
措，这些措施都是真金白银的干货
实货。既充分借鉴全国各地成功做
法和经验，又从四川实际出发，力求
精准施策、务实管用。

比如，在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
本方面，我们提出，在国家规定的税
额幅度内，民营经济纳税人按上限
享受增值税起征点、重点群体创业
就业税收优惠等政策，一律禁止强
制企业付费参加考核、评比、表彰。
还对降低人工成本、用电成本、用气
成本、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提出了
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降费举措。

特别是针对四川作为清洁能
源大省，一方面存在大量弃水发不
出电，另一方面由于电价成本偏高
用不起电的情况，用改革的办法和
市场化方式，切实降低用电成本，
支持园区内企业“打捆”参与电力
市场交易，将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
纳入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及留存
电量、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政策
实施范围，积极稳妥探索推进水
电消纳产业示范区试点；通过清
理转供电加价、临时性降低输配
电价、降低政府性基金等措施，降
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再比如，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方面，提出建立银行业绩
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

企业挂钩的机制，降低利润考核权
重，增加贷款户数等考核权重，支
持民营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能力提升专项
行动，完善融资担保服务体系，鼓
励各地通过增加注资、并购重组等
方式出资控股或参股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就是要多管齐下，引导
金融机构尽可能满足民营企业合
理融资需求，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实现提质升级、转型发展。

对民营企业而言，良好的发
展环境至关重要。我们提出，要
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进
一步释放民营企业发展动能。重
点是优化“五个环境”，即政策环
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
境、人文环境，一视同仁对待国企
民企，打破各种隐形门槛，打通政
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营造尊商
重商亲商良好氛围。同时，对民
营企业家要政治上信任，关心、支
持、引导、培养，切实促进民营企
业家健康成长，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

政商关系“亲”而有
度、“清”而有为

记者：四川在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方面有什么
举措？

彭清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需要党政干部和企业家共同努

力。一方面，党政干部要积极作
为、守住底线，花更多时间和精力
关心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成
长，建立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
商会及听取民营企业家意见制度，
多渠道听取民营企业家心声，特别
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
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多说“怎
么办”、少说“不能办”、承诺的事

“尽快办”，绝不能将干净、清白与
担当、作为对立起来。

我们将把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创新发展方面
的工作情况，作为衡量干部忠诚干
净担当的重要内容，纳入干部考核
考察范围，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
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澄清
是非、撑腰鼓劲。

另一方面，企业家要坚守正
道、依法经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
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自
觉抵制“潜规则”，坚决摒弃拉关
系、找靠山、搞勾兑等歪门邪道，始
终像爱惜眼睛那样爱惜声誉，让守
法诚信成为自己和自己所在企业
最好的名片。

总之，要恪守相处之道，交而有
法、交而有方、交而有界，以“亲”来密
切政商关系，用“清”来规范政商关
系，齐心协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健
康生态，让四川成为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一片沃土。

（新华社成都11月21日电 记者
周相吉 胡旭）

厚植民营经济健康成长沃土
——访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和完善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政策并扩大适用范
围，扩大开放更大激发消费潜力；部署
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促进提高国
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有利于提高开放水平，促进
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和新动能成
长，增加消费和就业。会议决定，一
是从明年1月1日起，延续实施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现行监管政策，对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执行首次进
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而按
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二是将政
策适用范围从之前的杭州等 15 个
城市，再扩大到北京、沈阳、南京、武
汉、西安、厦门等 22个新设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的城市。非试点城市
的直购进口业务可参照执行相关监
管政策。三是在对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清单内商品实行限额内零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按法定应
纳税额 70%征收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新增
群众需求量大的63个税目商品。提

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
限，将单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2000
元提高至5000元，将年度交易限值
由目前的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2.6
万元，今后随居民收入提高相机调
增。四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支持
跨境电商出口，研究完善相关出口
退税等政策。五是按照包容审慎
监管原则，依法加强跨境电商企
业、平台和支付、物流服务商等责
任落实，强化商品质量安全监测和
风险防控，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
序，保障消费者权益。

会议指出，要瞄准国际先进水

平，多措并举发展“通道+枢纽+网
络”的现代物流体系，确保全社会物
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明显
降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高质
量发展。为此，一要以区位和产业条
件较好、辐射能力较强的城市为载
体，布局建设一批重点物流枢纽。
构建物流枢纽干线网络体系，重点
发展铁路干线运输。健全转运、装
卸等物流标准，推进集装箱、托盘
等设备标准化，加快发展多式联
运。二要更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整合优化现有物流园区、货运场站
等设施，提高集约利用和信息共享

水平，统筹补齐物流枢纽设施特别
是中西部地区物流软硬件短板。支
持物流枢纽运营主体通过发债、上
市等融资。三要加快物流领域“放
管服”改革，打破阻碍货畅其流的
制度藩篱，坚决消除乱收费、乱设卡
等推高物流费用的“痼疾”。进一步
扩大物流业对外开放，鼓励包括民
企、外企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物流
枢纽建设运营。密切与全球重要物
流枢纽等的合作。四要大力培育供
应链物流、快递和电商物流等新模
式，促进物流体系智能绿色、高效便
捷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将扩大适用范围
部署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 促进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

广告

关于琼海海国用（2010）第0001号
宗地规划指标的公示

琼海海国用（2010）第0001号宗地规划指标的论证技术报告已编制
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温泉万石坡海榆东线东侧。用地面积为
10000平方米。现拟确定用地规划性质和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30个工作日（2018年11月22日至2019年1月3日）。2、公示地点：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
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
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1日

选取招标代理单位的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
名称：择优选取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B0201、

B0601地块地质勘查和施工图设计招标代理机构；
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完成《海南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

手册》代理单位诚信档案登记，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能力。

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选取的单位，请于2018年11月22日至
2018年11月26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
至17时00分，持单位介绍信在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办公室（龙华区
政府4号政务服务大楼3楼311室）领取代理单位比选文件。

联系人：文工、尹工
联系电话：66775723、13807620769、15203644326。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B-3-1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二小学用地属《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B-3-11地块，为完善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二小学的基础设施
配套，改善其办学条件，拟在其用地内新建一栋综合楼。为支持义务
教育发展，拟对B-3-11地块容积率进行适当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
作日（2018年11月22日至12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
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
南楼2047房海口市规划局详规处，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8，联系人：廖正军。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2日

中南西海岸2.3期02-20栋、02-21栋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
滨海新区第二组团》，规划总用地面积247989.32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541492.19平方米，本次变更02-20栋、02-21栋楼，具体调
整内容如下：

一、取消原方案拱形造型，半坡顶栏板造型及部分装饰百叶；
二、取消局部竖向装饰构造柱，上部圆形装饰柱改为方形装

饰构造柱；
三、屋顶电梯间立面窗大小及位置调整；
四、原玻璃栏杆改为铁艺栏杆；
五、原上部白色涂料及下部暖色石材改为米黄色涂料；
六、立面增加横向装饰立面造型，增加褐色压线条，屋顶增设

造型天窗；
七、局部位置玻璃栏杆改为实体栏板，取消百叶造型；
八、入户大堂立面石材改为浅米色涂料及褐色压线条；

九、局部位置原侧向实墙阳台改为铁艺栏杆。
1、公示时间：10天（2018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
2、公示地点：儋州市人民政务网（http://www.danzh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报纸（由于该项目位于白马井重要规划
控制区，需多方式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231500968@qq.com；（2）书面意见

请送至儋州市那大镇东风路老市委一楼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
科；（3）为便于联系意见反馈人，请写明真实姓名、地址及联系电
话；（4）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

4、联系电话：23399715。
儋州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2日

中南西海岸2.3期02-20栋、02-21栋立面变更公示2018-17公 告
经海南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发，我司已领取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

期：2002年05月22日；负责人：焦帅；机构住所：海南省三亚市

吉阳区迎宾路416-3号壹号（蓝立方）1号综合楼A101三层、四

层；邮政编码：572000；联系电话：0898-88595220；机构编码：

000018460200；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

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

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下列借款人、担保

人享有合法债权，现对借款人、担保人进行公告催收，请下列借款人

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

范围依合同、借据等约定）。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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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1
2
3
4
5
6

公 司 名 称
海南兴宝（集团）有限公司
朝鲜凯旋贸易公司
海南中农东方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供销社农业资料公司
海南三维强力复合肥厂
东方富鸿砖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 权 金 额
46,179,375.90
19,589,026.26
44,833,506.80
649,600.00
20,908.17
300,000.00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11月13日的金额，请债务

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与我公司联系，及时履行还款、担
保义务。2、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正义路3号 邮编：570206 联系电
话：66527363 传真：66527381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2日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我委在打击非法行医执法工作中，因未能与下列非法行医人员

取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法律规
定，我委现对吴淑珍非法行医违法行为及卫生行政处罚信息公告送
达如下：吴淑珍，男，身份证号：460021193912124016，经查，2018
年6月25日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
本行政机关已于2018年11月12日做出海龙卫医罚{2018}18号行
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送达后，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60日内向海口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
个月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
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本行政机关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龙华金园
办公区五楼513房。联系人：林汉强，电话：66719701。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11月22日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会现
场服务（含搭建）项目进行公开采购。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热带农业
峰会配套服务，主要包含现场搭建、嘉宾邀请、车辆服务、接待服务
（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为
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需公司拥有3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定团队人
员，能提供2018年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纳税记录复印件，具
有一定行业背景、具备会务接待资质和大型国际会议和外事接待工作

经验，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1月16日至11月22日，每日

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在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展公司
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
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
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8年11月26日14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 66810514

2018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会现场服务（含搭建）项目招标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2018)琼0106执271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2713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2月6日10时至2019年2月5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完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变卖海口市滨海西路88号海口美视旅游度假中心酒店式套房3
号楼5层3-B603房。起拍价:162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增价幅度:1万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2019年12月7日16时
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本次变卖不组织看样。有意竞买者请
于2019年2月5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变卖; (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当地政策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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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1日

据新华社南京11月21日电（记者郑生竹）江
苏省教育厅21日发布《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
开承诺活动的通知》，要求全省中小学教师在11
月30日前都要签署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
今后，中小学教师调动、评先进、晋职晋级，需要提
供没有从事有偿补课的证明。

签署承诺书后，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要自
查自纠，杜绝一切有偿补课活动。12月1日起，对仍
然明知故犯、不收手不知止、顶风违纪违法的人员，一
经发现，一律先停职，待调查处理。查明后情况属实
的，依据相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理，直至取消其教师资
格、辞退开除。是中共党员的，同时给予党纪处分。

江苏：

中小学教师需签署
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

据新华社天津11月21日电 为了预防和治理
校园欺凌，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天津市第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1日表决通过了《天津市预
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若干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规定指出，在班级等集体中实施歧视、孤立、
排挤的；多次对特定学生进行恐吓、谩骂、讥讽的；
多次索要财物的；多次毁损、污损特定学生的文
具、衣物等物品的；实施殴打、体罚、污损身体等行
为的。这些行为都被视为校园欺凌。

规定明确，对实施校园欺凌屡教不改的学生，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其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
教育和矫治；对实施校园欺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对实
施校园欺凌构成犯罪的学生，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执行。

天津：

出台地方性法规
对校园欺凌说“不”

谴责星级酒店卫生乱象

中消协建议摘星降级

中国消费者协会21日发布声明表示

对近期媒体曝光的国内星级酒
店卫生乱象强烈谴责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早就出台了旅业客房卫生间
清洁操作规程、旅业客房杯具洗消操
作规程等酒店客房相关规则

此次曝光的星级酒店卫生乱象，严重违反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旅游饭店业的相关规定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法定权益

中消协呼吁

希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不护短不怕
丑，彻底调查、加强监管，对名不副实的星
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为
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的星级饭店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