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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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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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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认真听取民营企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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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为民营经济

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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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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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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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上一些否定、怀

疑民营经济的言论，面对一些民营企业

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重申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方针，强调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

壮大。实践充分表明，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没有

改变、也不会改变，任何否定、弱化民营

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就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6个方面政策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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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举措，

务实具体、深入全面，致力解决民营企业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旨在不断为民营经

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实

现更大发展。这些政策举措，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刻体现了党中央

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视、关心和支持。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鼓励、支持、引导民

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上要到位，

行动上要自觉，要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花更多时间和精力

关心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成长，

不能成为挂在嘴边的口号。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就

要认真研究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结合实际抓好政策举

措落实。当前一些民营企业遇到困难

和问题，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

的政策落实不到位是其中一个原因。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何推进增值

税等实质性减税？如何降低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如何打破

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

门”？如何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服务？

如何把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

到实处？这些，都要求我们结合具体

实际，深入思考、研究解决。同时在政

策落实过程中，还要考虑实际执行同

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

不是有叠加效应，不断提高政策水平。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提高工

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加强政策协调性，

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

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

民营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落实好党和国家

方针政策，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我国民营经济就一定能走向更加

广阔的舞台，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潘
付生 王雪娜）彩绘陶壶、铜大雁灯、

“暖手炉”、盛有“美酒”的青铜壶……
近日，洛阳发现一座西汉空心砖砖券
大墓，随着随葬品被不断发掘，2000年
前“达官贵人”的生活场景得以重现。

“今年10月，我们在西工区纱厂西
路与棉麻路东北部，发现一座西汉空
心砖砖券大墓。这座墓南距洛阳东周
王城北城墙约 70米，距汉河南县北城
墙约 800米，由墓道、主墓室、侧室、廊
道、耳室、坠室 6部分组成，结构复杂、
迂回延伸、形制独特。”11月 5日，负责
现场发掘的工作人员介绍，洛阳市文
物钻探管理办公室前期已经对该区域

进行了考古勘探，目前共发现古代墓
葬300余座，其中汉代墓葬200余座。

据了解，大墓南北长约15米、东西
宽近 14米，总面积约 210平方米。主
墓室未发现被盗痕迹，保存完整。墓
道正北向，主墓室位于墓道正南部，南
北长 5.2米、东西宽 2.3米，内随葬有铜
彩绘大雁釭灯、铜镜等。葬具为双棺，
现清理出骨架一具，内陪葬有大量玉
器。在北侧一耳室内发现有铜盘、铜
壶、铜炉、铜钵及数十件彩绘陶壶等。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关负责
人表示，大墓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出
土的随葬品种类丰富且等级较高，铜
大雁灯在我省属于首次发现，直径近

70厘米的青铜大盘也很罕见；两件青
铜壶，体形较大，其中一件中还有大量
液体，估计极有可能是西汉的美酒。
主墓室的右侧棺内随葬的玉器，材质
好、数量多，对研究西汉时期的葬玉文
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来自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陕西
省考古研究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等单
位的专家日前对该墓进行了考察，一致
认为该墓葬形制独特，随葬品种类多、
级别高，多种随葬品比较少见。“应该将
主墓室搬迁至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提
取更多历史信息，获得更多研究成果。”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
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说。③9

□本报记者 刘一宁

11 月 2日，走进巩义市新中镇柏
茂庄园，古朴典雅、雄浑庄重的气息扑
面而来。漫步在秋意盎然、回廊通幽
的庄园里，似乎能回溯百年光阴。

巩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永
红介绍，这里曾是八路军豫西抗日独
立支队三团团部和豫西行政专员公署
所在地，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就坐
落在柏茂庄园里。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
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孤注一掷，疯狂发
动了豫湘桂战役，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沦
陷。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作出了开
辟河南抗日根据地、控制中原战略要地
的部署。随后，以皮定均为司令员、徐
子荣为政委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
队挺进豫西，控制中原，阻敌西进。

“这是首支进入豫西的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随后改名为‘八
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站在纪念
馆内，何永红介绍，独立支队浴血奋
战，开辟了以嵩山、箕山为依托的基本
稳 定 的 根 据 地 。 从 1944 年 9 月 至
1945 年 4月，八路军先后有 6个支队
挺进豫西，与豫西人民一起抗击日寇、

打击敌顽、建立政权、发展生产。
在这片土地上，八路军与日伪部

队、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数次鏖
战。纪念馆内一篇篇详尽的文字史料、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讲述着发生在这里
的故事。当时，深受豫西根据地农民欢
迎的“倒地运动”也在这里发端。“‘倒地
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贫苦农民土地
问题的一次创举。”豫西抗日根据地纪
念馆工作人员王海燕介绍，八路军通过
多种方式，不仅使贫苦农民重新获得灾
荒时期贱卖给地主豪绅的土地，而且团
结了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扩大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豫西行政专员公署
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受
乡绅张诰“赠枪送衣”，为八路军备置冬
装的故事更被传为佳话。

豫西抗日根据地北抵黄河，南到
伏牛山，西至崤山，东邻平汉铁路广大
地区，建立了 6 个专区、26 个县的政
权。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这里已拥有2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 800余万人口，
发展正规军 3万余人、民兵 5万余人，
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沦陷区建立的
19块较大抗日根据地之一。

“豫西抗日根据地为全国抗日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海燕
说，数十年过去了，新中镇曾参加过抗
战的老人们，仍在给子孙后代讲述他
们的烽火岁月，让伟大的抗战精神世
代相传。③8

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讲述不能忘却的记忆

洛阳发现西汉空心砖砖券大墓
铜大雁灯为我省首例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又讯 11月 5日，许多济源人的朋
友圈被王屋山下雪的消息刷屏了。

随着冷空气的袭来，我省 5 日大
幅降温，济源街头寒意浓浓。王屋山
从5日 9时左右开始降雪，下午降雪逐
渐变大，地面出现积雪。这是王屋山

今年的第二场雪，10月 20日王屋山就
迎来了首次降雪，但降雪量很小。

降雪后的王屋山，山顶白雪皑皑，
山下依旧是层林尽染，呈现出难得一
见的美景。③9 （文/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图/邓国晖）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受强冷空气
影响，11月 5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
了大风、降雨（雪）、大幅度降温。不过，
这只是“气温君”大变脸的前奏……

省气象台最新数据显示，本周5日
至6日和8日有两次冷空气影响我省，
气温将有明显下降。5 日，我省三门
峡、新乡轿顶山、洛阳伏牛山等部分地
区已出现了雨夹雪。6日，我省最高温
度还将继续下降，大部分地区跌破两位
数，西部山区只有 4℃~6℃，其他地区
8℃~10℃。西部山区最低温度跌至
1℃~3℃。

未来几天，我省气温还将持续下
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 10℃。
周平均气温：北部、西部山区 8℃~
10℃；其他地区 10℃~12℃。周内极
端最低气温：北部、西部山区 1℃~
3℃；其他地区3℃~5℃。

此外，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全省降水
偏多。周降水量：北部10mm~20mm，
其他地区 20mm~50mm。周二我省
阴天，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
雨，其中西部山区有雨夹雪到中雪，其
他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周三我省
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东部、东南部
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西部山
区有雨夹雪或中到大雪。周四我省东
南部、南部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
雨。周六傍晚到周日，全省阴天有小
雨，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

此外，7 日将迎来立冬节气，经
过此次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天气也会
一天天变冷，提醒有心脑血管、呼吸
道疾病的患者及时做好防护，避免气
温骤降引发旧疾。本周降水将缓解
或解除我省多地旱情，有利于土壤增
墒。③9

本周将持续降温

□郝光 摄影报道

去年，家住信阳市固始县胡族铺镇迎河集村的老人马功洲成功实现了脱贫,就是因为他家有四棵“脱贫树”。
以前，信息不通畅，柑橘丰收却卖不出去，马功洲一家也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扶贫干部来了之后，帮助马功洲

把大果子卖出去，用小果子做柑普茶。这四棵果树变成了“脱贫树”，每年能挣一万多元，老马顺利脱了贫。⑨6
▲10月25日，扶贫干部在淮南农庄产业扶贫基地了解柑普茶的生产加工情况。▶马功洲正在采摘柑橘。

柑橘树成了“脱贫树”

墓葬中的铜大雁灯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陶哲

育强“带路人”，做强“产业链”，激
活“动力源”，在脱贫攻坚中，桐柏县不
断夯实脱贫发展基础，实现了党建与
脱贫攻坚的“无缝对接”。

统筹党建力量，育强引领脱贫的
“带路人”。按照严管厚爱的原则，
2017 年桐柏新选派 103 名第一书记
驻村，在全市率先为每位第一书记每
年保障 1 万元工作经费和 10 万元扶
贫专项资金，激发了第一书记脱贫攻
坚动力。2018 年实现全县 207 个行
政村第一书记派驻全覆盖。同时，优
中选优，加派驻村工作队员 200 余
名。开展党员联系贫困户结对帮扶活
动，全县共结成帮扶对子 7000余对，

帮扶1.2万余人，确保贫困户不脱贫不
脱钩。依托校地校企合作，打造创新
创业平台，先后建成了4个创新空间，
为人才科技扶贫夯实了基础。以村

“两委”换届为契机，选优配齐配强村
班子脱贫攻坚队伍。

抓好政策落实，壮大贫困群众增
收的“产业链”。各村党支部结合本
村实际，鼓励致富、带富能力强的农
村无职党员创办经济实体，领办扶
贫就业基地，创办专业合作社，开办
家庭农场等。推行“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户”“党员+农户”模式，鼓励村
民参与到产业链条中来，实现脱贫
致富。打响有机农业品牌，做大做
强茶叶、中药材、林果、花生、花卉苗
木、蔬菜 6 大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
收。在 14 个试点村，每村扶持资金

120 万元以上，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村均年增收 12 万元以上。整合
第一书记派驻村扶持资金 1030 万
元，集中投入柳江牧业公司，各村年
保底分红 3万元以上，有效解决了村
级无集体经济收入现状，促进了村
民脱贫致富。

夯实基层基础，激活脱贫攻坚“动
力源”。定期对各村党员干部进行政
策、理论、实用致富技术培训，提高其
党性觉悟和综合素质。多渠道筹措资
金，建好村级卫生室、文化广场、图书
室、文化室，方便各村群众就医，丰富
群众文化娱乐生活，搭好脱贫攻坚服
务平台。今年年底将实现全县207个
村级活动场所达标全覆盖。深入开展

“一创五争”活动，培育先进典型，促进
了党建与扶贫深度融合。

生态扶贫让淮河源头山青民富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张勇

“我这片山可是‘金山’，能为许多
贫困家庭带来福音呢。自从有了这片
山，我先后与 260多个贫困户签订了
《精准扶贫帮扶协议书》。”11月 5日，
江中海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江中海是桐柏县江记油脂公司的
总经理。这些年，他承包了桐柏县一
片面积达5000亩的荒山，目前已种植
40万棵油茶、20万棵香椿、1万多棵
核桃以及桃树、梨树、葡萄树等，它们
在扮靓荒山的同时，成为带动当地贫
困农民的“创富园”。

近年来，桐柏县强力实施“生态富
民”工程，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鼓励贫困农民以及企

业承包绿化荒山，林业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助力贫困人口脱贫中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诉记者，
该县坚持把造林绿化同产业有机结合
起来，重点围绕茶叶、林果、花卉苗木
三大优势产业，按照政府政策引导、基
地示范引领、企业龙头带动、农户广泛
参与的思路，持续打造“一乡一品、一
村一业的”产业格局，致力提升林业经
济效益。全县以桃梨小杂果、花卉苗
木、茶叶、香椿为主的绿色产业林基地
累计达到79.5万亩。

在造林绿化过程中，桐柏注重调
整林业产业结构，发挥带贫作用。积
极探索在林下发展“果、药、牧、渔”的
立体可循环经济模式，提高资金利用
率和林地产出率，发展林下经济面积

近30万亩，鼓励贫困农民入股农民专
业合作社，靠山“吃”山，兴林致富。桐
柏富兴农业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代
表之一，该合作社利用笔架山 2万亩
林地，套种优质猕猴桃800余亩、花卉
苗木1200亩、茶叶1500余亩，发展中
药材20余种，放养柴鸡、麻鸭、土猪等
畜禽 3万多只（头），带动 400多贫困
农民在基地务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带动和精准扶贫作用。

桐柏县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目
前已建成兰花、中草药种植等各类生
态产业园区 10余处。借助良好的生
态环境发展森林旅游业，全县吸引
100余家农林企业开发出植物观赏、
休闲度假、健身疗养等特色森林生态
游。去年全县林业产值达 21.98 亿
元, 同比增长8.75%。

桐柏：抓实党建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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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屋山雪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