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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 13日电 财
政部13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0月
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727亿
元，同比下降 3.1%。这是今年以来
全国财政收入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

据介绍，10月份，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7684亿元，同比下降7.1%；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043亿元，同比
增长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
税收收入13464亿元，同比下降5.1%；
非税收入2263亿元，同比增长10.8%。
1至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558亿元，同比增长7.4%。10月份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
入、国内增值税均出现同比下降，这
反映减税降费、深化增值税改革两方
面因素共同影响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从支出看，10月份，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2031 亿元，同比增长
8.2%。1至 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175320亿元，同比增长
7.6%，完成年初预算的 83.6%。其
中，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
水支出分别增长12.1%、9.4%、9%。

民营企业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
开，为老工业基地民营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围绕座谈会
相关内容，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共黑
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

“稳大、提小、扭亏、育新”

记者：黑龙江在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张庆伟：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切实在稳总
量、上规模、拓市场、提质效上下功
夫，解决民营经济偏弱的问题，使民
营经济成为黑龙江振兴发展最具活
力的增长点，到 2020年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提高到
55%以上。具体举措就是，坚持

“稳大、提小、扭亏、育新”：稳住大的
就是做大做强一批主业突出、核心
竞争力强的民营集团和龙头企业，
提升小的就是打造一批“专精特新”
的“单项冠军”和“小巨人企业”，扭
转亏的就是推进一批民营亏损企业
重新焕发活力，培育新的就是通过
招商引资形成一批新的增量。

减压降负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记者：黑龙江在解决民营经济发展

困难、支持民企发展壮大方面有哪些创新？

张庆伟：对此，我们一是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分类出台支持“三篇大
文章”发展若干意见、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若干意见等，完善新增规上企业
奖励、企业流贷贴息、工业投产项目
奖励、技改投资补助、智能车间奖励
等 12个实施细则，为符合条件的企
业兑现政策。二是促进市场主体加
快成长，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力培
育规上工业企业，促进科技型企业发
展。三是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深
化民营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改造。四是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
问题，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完
善“银政企保”合作机制。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就是要减
压降负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在
降低融资成本方面，我们完善民营
企业融资服务系统，积极引导银行
机构调息让利，增加民营企业信用
贷款发放力度，深入开展贷款产品
和还款方式创新，引导融资担保行
业降低费率。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
打造法治化环境，加大涉企案件清
理和矛盾纠纷化解力度，保障企业
合法经营，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
安全，做好产权保护工作，对一些民
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规范行
为，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
则，让企业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 13日电）

邓永耀，又名邓永辉，1912 年
1月出生于湘东山区茶陵县腰陂镇
大冲村（今腰潞镇珍武村）。

1927年“马日事变”后，邓永耀在
共产党员邓有禹的启迪下，开始从事革
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在共青团茶陵县代表大会上，
当选为秘书长。1933年参加红军。

1934 年 8月，邓永耀随红六军
团西征。1936年 7月，红二方面军
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他随萧克
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任师政治部主
任。在长征中，邓永耀注重在部队及
群众中宣传鼓动，注重社会调查，注
重扩大新兵，对敌斗争坚决勇敢。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永耀
调任八路军第 129师骑兵团政治委

员，率部转战冀南一带，为开辟冀南
抗日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在刚进
入冀南的战斗中，他带领 400 名新
兵，击退了由 40多辆汽车运载的日
寇，从此以骁勇善战著称。后调任
冀南第 5支队政治委员，率部转战
于武邑、阜城、枣强一带，粉碎了日、
伪军多次“扫荡”。

1939年初，邓永耀调任第129师
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3月3日晨，率
部在武邑东南徐村与日军遭遇，他命
令一部分战士掩护群众转移，一部分
战士撤向邓庄村南设伏，自己带领30
多名战士担负阻击任务。

在激战中，邓永耀不幸头部和
腿部中弹昏倒在地。最终，因流血
过多牺牲，时年27岁。

（据新华社长沙11月 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外交
部 13 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巴
布亚新几内亚、文莱和菲律宾进行国
事访问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
导人会晤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对巴新进行国事访问，同
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表示，习近平主
席将于11月15日至16日对巴新进行国
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在巴
新首都莫尔兹比港同巴新、斐济、萨摩亚、
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库克群岛、
汤加、纽埃等8个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举行会晤。这将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
问巴新，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4年再次同
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将进一
步提升中国同岛国关系水平，为双方拓展
广泛领域交流与合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郑泽光指出，习近平主席此次南太
之行意义重大。一是深化中国同巴新友
好合作。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将同巴新
领导人就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见
证签署多个合作协议。二是提升中国同
太平洋岛国关系水平。习近平主席将同
其他建交岛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
见，同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主旨讲话，
全面阐述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
诚理念进一步发展同岛国关系的政策主
张，宣布中国支持岛国发展、扩大同岛国
合作的重大举措，描绘新时代双方关系
发展蓝图。三是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团
结合作。太平洋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有力推进中国同发展
中国家的友谊和合作，为共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力。

出席APEC第二十六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表示，APEC
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 11
月 17 日至 18 日在莫尔兹比港举行。
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出席会议。与会期
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APEC工商领导
人峰会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在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出席工作

午宴和 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
会代表对话会。习近平主席将结合当
前世界和亚太发展大势，推动亚太合作
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还将同与
会有关成员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张军指出，这次会议各方将围绕区
域经济一体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可
持续和包容增长等议题交换看法、凝聚
共识，并发表领导人宣言。中方希望会
议在以下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第一，构
建开放型经济，维护亚太正确发展方
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促进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二，推进各领域
合作，打造务实成果。中方支持APEC
就数字经济合作作出规划，保持创新引
领强劲势头，愿同各方深化互联互通合
作。第三，深化伙伴关系，构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当前形势下，亚太应强化大家
庭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巩固、深化伙伴关
系，谋求合作共赢。第四，规划2020年
后合作愿景，引领APEC长远发展。

对文莱、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

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表示，习近平

主席将于11月 18日至 21日对文莱、菲
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此系习近平主席对
两国首访，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3年
再次往访，对新时期提升中文、中菲关系
具有里程碑意义。中文是友好近邻，今
年是中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5 周年。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文莱国事访问，将实
现两国元首短期内历史性互访，共同为
中文关系下步发展作出顶层设计。此访
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苏丹哈桑纳尔举
行会谈，全面部署和规划两国各领域互
利合作。双方拟在此访期间发表联合声
明，两国有关部门正在商谈涉及共建“一
带一路”、人文交往等领域合作文件。

孔铉佑表示，菲律宾是中国的友好近
邻和重要伙伴。当前，双方政治互信不断
提升，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
题，在区域和多边层面彼此支持。访问期
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杜特尔特总统举行会
谈，会见索托参议长和阿罗约众议长。两
国领导人将就中菲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
略规划，全面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并就
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双方拟在此访期间发表联合声明，两
国有关部门正在商谈涉及经贸、基础设施
建设、人文等多项合作文件。

新华社北京 11月 13日电 国家网
信办近期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
号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开展了集中
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从10月
20日起，已依法依规全网处置“唐纳德
说”“傅首尔”“紫竹张先生”“有束光”

“万能福利吧”“野史秘闻”“深夜视频”
等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

国家网信办通报，经查，这些被处
置的自媒体账号，大部分开设在微信微
博平台，其中一些同时开设在今日头
条、百度、搜狐、凤凰、UC等平台。有的
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恶意篡改党史国

史、诋毁英雄人物、抹黑国家形象；有的
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息，充当“标题
党”，以谣获利、以假吸睛，扰乱正常社会
秩序；有的肆意传播低俗色情信息，违背
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损害广大青少
年健康成长；有的利用手中掌握大量自
媒体账号恶意营销，大搞“黑公关”，敲诈
勒索，侵害正常企业或个人合法权益，挑
战法律底线；有的肆意抄袭侵权，大肆洗
稿圈粉，构建虚假流量，破坏正常的传播
秩序。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自媒
体绝不是法外之地，这些自媒体乱象，

严重践踏法律法规的尊严，损害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破坏良好网络舆论生
态，社会反映强烈；绝不允许自媒体成
为某些人、某些企业违法违规牟取暴利
的手段。

通报称，国家网信办近日又依法约
谈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
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任野
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严重警
告。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认真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自查自
纠，积极整改，严格管理。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专项整治行动，将坚持标本兼治、管建
并举的原则，创新工作思路，探索用新
办法、新举措管理新业态、解决新问题，
对自媒体账号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属地
管理和全流程管理，形成依法严格管理
自媒体的工作常态。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呼吁，自媒
体的清理整治和规范有序发展需要全社
会共同参与，欢迎广大网民、媒体和社会
各界监督，欢迎向各级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和相关主管部门举报信箱举
报，共同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营造风清气
正、积极向上、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10月全国财政收入首现今年以来同比负增长

减税降费效果加速显现

使民营经济成为社会发展
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

邓永耀：身先士卒抗日寇

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出访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深化周边友好 共促亚太繁荣

国家网信办专项行动处置近万自媒体账号

形成依法严管自媒体工作常态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刘鹏飞

民以食为天，粮以田为本。耕地是
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基础，是支
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基，是老百姓的

“吃饭田”“保命田”。省国土资源厅副
厅长陈治胜说，我省扎紧“篱笆”，实行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坚守耕地红线不突
破，形成了具有河南特色的耕地保护工
作模式，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河南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耕地保护走在全国前列

2009年国家确定我省耕地保护目
标是 1.2035亿亩。目前，我省耕地保
有量面积达到 1.2166 亿亩，比国家下
达的目标多 131 万亩，耕地保护工作
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我省坚持以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
谋划耕地保护工作，建立了以耕地保
护为首要任务的土地管理格局，确保
了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今
年 1月我省印发了《中共河南省委 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
护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坚守土地公有
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
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加强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在耕地保护中，科学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是最重要的一环。去年 6月我省
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实际划定
10223.21万亩，比国家下达目标10206
万亩多出17.21万亩，其中城市周边新
划入基本农田 118万亩。永久基本农
田一经划定，禁止随意调整，除国家和
省重大基础设施选址确实无法避让外，
其他任何建设不得占用。

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置，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是我省又一保护耕
地的创新举措。今年 10月，我省结合
省情，创新性推出建设用地“增存四挂
钩”政策。全省在下达分解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时，将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
处置情况作为考核指标，与土地利用计
划、城镇工矿规模指标分配调整、新增
建设用地报批和开发区升级（扩区）等
四个方面挂钩。按时完成处置任务的

市、县，将获得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奖励。这一做法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对
批而未供、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遏制
粗放利用土地乱象，促进各建设用地项
目尽量不占或少用耕地。

拓宽补充耕地渠道
破解占补平衡困局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必须严格落实“占一补
一、占优补优、先补后占”的要求。省
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李中伟
说，在“守红线”与“保发展”的两难选
择中，我省建立了以县级平衡为主、市
级调剂为辅、省级适度统筹为补充的

“三位一体”补充耕地统筹机制，有效
破解了占补平衡难题，全省连续 18年
保持耕地占补平衡。

但是，很多地方耕地保有量已经
低于保护目标红线，新增耕地难上加
难，保持占补平衡极度困难。

今年 1月，我省根据国家要求，改
进占补平衡政策，转变补充耕地方
式。以前只是将类似滩涂地等未利用

地开发成耕地，用于占补平衡，如今，
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
开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历史遗
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和农村建设用地拆
旧复垦等项目新增耕地，都能用来补
充耕地，实现占补平衡。

这一政策拓宽了新增耕地渠道，
破解了耕地占补平衡困局，激发了基
层新增耕地的动力。当前，全省正在
全力开展以城镇建设用地、农村耕地
和乡村集体建设用地为主要内容的土
地利用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有效解
决“地从哪里来、钱从哪里出、耕地如
何保”的问题。

据初步测算，未来我省新增耕地
潜力巨大。全省 1.2亿亩耕地，有近一
半需要整治。按新增耕地率 3%计算，
可新增耕地180万亩。

实施“土地整治1+N”
助推乡村振兴

11 月 6日，站在永城市城厢乡冯
寨村天成生态园瞭望，平整土地上的
各种蔬菜生机勃勃。洼地改造成的片

片水塘里，鱼儿欢跳，鸭子成群。
很难想象，这里是煤矿沉陷区，曾

经房屋倾斜，很多土地泡在水中。
从 2014年开始，永城市对这一区

域进行大规模土地整治，将村庄整体
拆迁，并实施挖塘培土，将沉陷严重的
地块挖成鱼塘，挖出的土垫到沉陷较
轻的地块。通过土地整治和老村庄拆
旧复垦，耕地反而新增 3600余亩。占
地 3700 亩的天成生态园就是流转这
些土地发展起来的。

省土地整理中心主任杨新民说，通
过土地整治，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农民变市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同时，我省实施“土地整治1+N”行
动，将土地整治与生态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脱贫攻坚、发展高效农业等相结
合，推动土地流转和农村耕地的“三权”
分置，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
和农村的全面小康注入新活力。

结合土地整治，我省大胆创新，全
面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涌
现了邓州孟楼模式、遂平模式等一批

农村土地改革的典型。
邓州市孟楼镇把土地整治与农村

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改革相结合，通过市国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和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
心共同成立公司，将全镇耕地流转后
实施土地综合整理，统筹配套沟、路、
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并引进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等 30多家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形成农户、集
体、经营主体和公司四方共赢的局
面。遂平县采取“私人订制”的办法，
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后实施高标准
农田整治，再整体流转给企业。如今，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
借助土地整治这一“魔手”，我省正加
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目前，全省正掀起高标准农田建
设高潮。“十二五”以来，我省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 5322.17 万亩，到 2020 年
将确保建设6369万亩、力争建设7420
万亩高标准农田。未来，将继续致力
于实践“土地整治+”新理念，为农业现
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扎紧“篱笆”坚守耕地红线不突破
——省国土资源厅改革创新系列报道之一

11月 13日，在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湾示范区，收割机在
收割水稻。近日，江
苏省多地晚稻迎来
收获季，当地农民抢
抓晴好天气，确保水
稻颗粒归仓，田间地
头一片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晚稻收割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