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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这个冬天，，民企民企心里暖呼呼心里暖呼呼
——网民热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本报记者 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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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自己人”的认同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民营企业家有着殷切嘱托。12 月 24

日，“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 《习近平谈民营经
济：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的文章。文章整
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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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人民网推出一篇题为 《“只能壮大、不能
弱化” 习近平这样谈民营经济》 的文章，也整理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大量讲话。例如，2018 年 11 月 1 日，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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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
阔的舞台。”

“学习中国”微信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民营企业要不辜
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坚定信心、拿出行动，为中国经济行稳
致远贡献力量。”

对于《意见》，民营企业家怎么看？
12 月 23 日，“国是直通车”微博发布了多位企业家的声

音——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

院的鲜明态度，真正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与其他市场主
体一视同仁。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通过学习
《意见》，我们为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深感振奋。民营企业最大
的心愿，就是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包容的政策环境。实践
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自己人”的认同。

对于《意见》，普通网民也有自己的看法。

网友“哲思”说：“这个冬天，暖心！”
网友“心无旁骛”说：“感谢这些年中央出台了很多对民

营企业利好的政策，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了获得感！”
网友“星空里蓝”说：“打破政策壁垒，减少歧视，一视

同仁，让民营企业更好地活下去，中国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
网友“箜”说：“百花齐放才能更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民企的起跑线更加公平

《意见》5000多字、28条举措，干货满满。全文一经公布
便在网上热转。

“新华视点”微博制作了图解——“支持民营企业，中国
打算这样干”。一张图总结了“营造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三大环境”：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
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事实上，多年来，中央层面一直有支持民企的文件出台。
例如，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那么，这次的“民企28条”有何特点？

12 月 23 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文指出，这份 《意见》 本
身有非常多的亮点和重点。文中指出，要紧紧抓住三个关键
词，一是公平、二是法治、三是创新。

第一，民营企业家们最关心的不是得到什么特殊的、额外
的照顾，不是得到没有边界的优惠政策，而是能在各方面被公
平、平等地对待。所以，我们看到“公平”“平等”这两个词
贯穿《意见》始终。

第二，维护公平、构建平等最好的手段是法治，所以在
《意见》 中能看到大量法治建设的要求和部署，这也是为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第三，维护公平、构建平等，除了通过法治建设外，还要
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让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里包含
激励创新的因素。

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打造公
平竞争环境，是民营企业最强烈的呼声之一。《意见》 直接回
应了这一呼声。

12 月 23 日，澎湃新闻在一篇题为 《用制度保护民企这个
“自己人”》的评论中分析指出，《意见》在民营企业准入、打
破玻璃天花板方面有了大动作，明确提出放开电力、电信、铁
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竞争性业务，在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这些
降低门槛、打破天花板的硬措施，将让民企的起跑线更加公
平，让民营资本有更大的舞台。

让有含金量的措施见效

网友“养得胸中恬静”说：“希望各级政府将中央精神落
到实处。”在大量网友评论中，“落地”“落实”是高频词。如
何确保《意见》逐条落地？

12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转载《让民营
经济活力充分迸发——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一
文。文中重点强调：“让有含金量的措施实实在在见效”。文章
提出了4条具体举措：

健全机制。建立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工作协同推进机
制，推动各部门支持民营企业改革政策举措的系统集成，进一
步放大改革总体效应。

完善细则。抓紧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落实分工方案，将改革
要求和任务量化为可实施的具体举措。地方政府也要根据中央
文件精神和要求，充分结合地方实际进行细化，推动各项措施
落地。

做好解读。讲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故事，营造全社会关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氛围，提升民营企业谋发展、谋改
革、谋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跟踪问效。加强对文件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对政策落实
效果实时评估，让有含金量的措施实实在在地见到效果、发挥
作用，增强民营企业真实获得感。

新华网一篇题为 《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的文
章中写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把 《意见》 落到实处，就一定能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
境，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
分迸发。

要让 《意见》 实实在在见效，离不开民营企业自身的
努力。

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篇评论指出：中央作出重大部署后，
各方面积极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把文件要求落到实处了，
一家民营企业就可以躺着挣钱。民营企业家自己也要不断努力
奋斗，在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企业是哪种
所有制形式，都面对很多风险和挑战。在发展环境越来越好的
情况下，只有那些奋发有为的民营企业才能真正赢得市场、赢
得回报、赢得未来。

对民营企业家来说，这个冬天相当暖。
12月22日，冬至当天，《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意见》提出了28条暖心政策：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
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

人民日报微博评论说：“实践证明，民营企业并不惧怕市场竞争，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
和舞台。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每一朵浪花都是澎湃动能。民营经济好，中国经济会更好。”

读完一份重磅文件，一位民营企业家对笔者说，“像
老朋友写给自己的信。”为什么？因为这份文件太懂他的
心思了。

1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
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公布。《意见》总共28条，条条都说到民企心坎里。

这一次，民企更安心了。
一段时间，“民营经济离场论”甚嚣尘上，让一些民

营企业家有了心理负担。
《意见》 明确提出，“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

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
言论”。

同时，《意见》给出了“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合法财产”的诸多具体举措：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
产与家庭成员财产；持续甄别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人身财产权的冤错案件……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说，这些举措让民营企业

家少了牵挂和羁绊，把悬着的心放下了，从容笃定地
谋发展。

这一次，民企更舒心了。
长期以来，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

门”，把民企挡在不少领域之外，让民企很焦心。如今，
这些“门”要被打破了。

《意见》 提出，破除招投标隐
性壁垒。对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
业，不得设置与业务能力无关的企
业规模门槛和明显超过招标项目要
求的业绩门槛等。

民企更安心了、更舒心了，剩
下的事，就是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28条”，很懂民企
潘旭涛

“28条”，很懂民企
潘旭涛

网 友 心 声网 友 心 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经经

济济keke】】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

力到底有多强力到底有多强？？》》

网友“不磷不缁”

我们的企业要多突破一些“卡脖
子”的关键技术，这样才能更好地参与
国际竞争。

网友“与时俱进”

不用总是想方设法去走别人已经走
过的路，我们可以开拓前所未有的方向
和领域。

网友“常大侠”

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多占领高端
产业链，是未来中国企业需要为之努力
的方向。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一桩一桩

打拐大案的背后打拐大案的背后》》

网友“小冉”

希望智能识别、大数据等新技术，
能帮助更多孩子回家。

网友“老鹰”

支持用大数据为老百姓多做好事。
技术手段还可以更早介入，减少拐卖儿
童案件的发生。

网友“远方”

新技术用得好，可以在社会领域解
决许多大问题。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20192019年这些催泪瞬间年这些催泪瞬间，，看看

到最后红了眼眶……到最后红了眼眶……》》

网友“lzr”

温暖的 2019 年，难忘的 2019 年。

祝福祖国2020年，更加美好！

网友“fighting”

人人献出一点爱心，我们的社会将
更加美好。

网友“joelee”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致敬所有一起
努力奋斗的人。

微信公众号“新华社”《这57

秒，好嗨哟！》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新华社””《《这这5757

秒秒，，好嗨哟好嗨哟！！》》

网友“不忘初心”

为昌赣高铁点赞！这是我家门口的

快车道，自豪！

网友“陈彤”

中国高铁厉害！老区人民坐上了高
铁，我们踏上复兴之路。

网友“来路当归途”

光看着视频就热血沸腾了！真坐在
车上，身临其境，肯定感受更好！驾驶
员角度真爽，像科幻片。

贵州百灵一名工人在糖浆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第12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于2019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举办。出口展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
个展区，2.5万家境内企业将亮相，其中民企占比超85%，是最大的参展主体。图为展馆通道客商络绎不绝。

魏劲松摄 （人民图片）

12月24日，哈尔滨冰雕艺术展在莫斯科开幕，现场展出了哈尔滨大剧院、防洪
纪念塔以及莫斯科红场建筑群等惟妙惟肖的冰雕作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参加本次冰雕艺术展的10名冰雕师提前抵达莫斯科，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
俄建交70周年、“一带一路”倡议等为主题，为莫斯科民众奉上了精美的新年礼物。

图为几名行人观看冰雕。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