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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
开。围绕司法行政机关如何为民营企
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记者采访
了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

记者：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司
法部有什么“大动作”？

傅政华：司法部刚刚出台《关于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 为民营企业发展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这份意见共
20 条，主要围绕减轻民营企业负担、
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难题、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保护企业
合法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相
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创新拓展公共法律服务、引
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等4个
方面20项具体措施，努力为支持和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法治环境。

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
实法治保障

记者：民营企业发展需要完善的法
律法规支持，司法部在这方面如何发力？

傅政华：我们将重点加快推动相
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为民营企业

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推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

律法规——
树立平等保护、促进发展的立法

理念，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
入”原则。全面保护民营企业物权、债
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类型的财产
权。实现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
等、法律适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

推动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
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统筹协调正在开展的相关法律法
规清理工作，推动在2018年年底前集
中清理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
有悖于平等保护原则、不利于民营经
济发展的相关内容。

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
法工作机制——

起草、审查涉及企业权益的法律
法规，要专门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
要把征求工商联和律师协会等行业协
会的意见作为重要环节，必要时对相
关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立法调研。

对征求意见中民营企业反映比较
集中的意见，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反馈
研究采纳情况，未采纳的要说明理由。

大力推行公正文明的行
政执法

记者：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法治

环境，离不开严格公正文明的行政执
法。在这方面，司法部有何打算？

傅政华：法律法规的生命在于实
施。司法行政机关将大力推行行政执
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切实增强行
政执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
坚决摒除随意检查、多重检查、重复处
罚等执法歧视行为。

此外，要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内部
制约监督机制，对民营企业投诉举报
的“乱执法、随意执法”问题，必须及时
查处，做到有错必究，对有关责任人员
依法问责。

简政放权 减证便民

记者：在推动简政放权方面，司法
行政机关将有哪些举措？

傅政华：将推进各地区各部门进
一步简政放权、精简审批事项，会同有
关部门在全国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
革，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成本。

在减证便民方面，我们将切实组
织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切实避免
民营企业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
回跑、不方便等问题。

2018年底前，我们将率先在司法
行政系统通过告知承诺、信息共享等

方式取消不必要的证明事项。
此外，我们将推动落实审批服务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要
求，优化简化行政审批服务程序，最大
限度缩短民营企业办事时限。2019年6
月底前整合部省两级中国法律服务网，
优化服务流程，推进实现以中国法律服
务网为统领的“三网融合”“一网通办”。

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展全
面法治体检

记者：司法行政机关如何为民营
企业提供更完善的法律服务？

傅政华：重点是要创新拓展公共
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仲裁等法
律服务行业和法律援助、法治宣传工
作积极服务民营企业。

我们已部署各地在2018年底前，
组织律师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展一次全
面法治体检，将法律保护关口前移。同
时，我们将推动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
盾纠纷排查，将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作
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
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又定分
止争，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记者 罗 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访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胡璐 高敬） 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 12 日在北京联合发
布生态保护红线标识。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生态保护红线标识取自书法
和象形文字“山”的意向形，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
想。同时，鲜红的红线给人以警
示，传达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安
全底线和生命线的本质。整个标
识造型开放舒展、色彩鲜明，充分
展现了生态保护红线这一生态保
护领域“中国名片”的风采。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
联合发布生态保护红线标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吴雨） 记者12日从中国人
民银行获悉，人民银行副行长范
一飞表示，取消企业开户许可试
点工作运行总体平稳，央行将进
一步推进银行账户管理改革，全
面提升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
支付结算服务能力。

6 月 11 日，人民银行在江苏
省泰州市和浙江省台州市开展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发的试点工作，试点地区的企
业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调整为备
案制。在下一步银行账户管理
改革方面，范一飞表示，央行要坚
持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社会发展，鼓励银行创新账
户业务及管理模式；要坚持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重塑权责关
系、再造管理模式。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
全面提升对小微和
民营企业的支付结算服务能力

据新华社长沙11月12日电
（记者周楠） 记者从湖南省水利
厅了解到，最新调查数据显示，通
过近年来不断加大退田还湖力
度，洞庭湖调蓄面积持续扩大，目
前较 1978 年增加了 779 平方公
里，防洪排涝效益明显提高。

据悉，围湖造田和泥沙淤积，
使洞庭湖面积由 1949 年的 4350
平方公里缩减到 1978 年的 2691
平方公里。洞庭湖从我国第一大

淡水湖缩减为第二大淡水湖，蓄
洪能力明显减弱，调蓄洪水的能
力降低，威胁到整个长江中下游
的防洪安全。

据湖南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
介绍，接下来，湖南省将继续在洞
庭湖区实施系统治理，继续完善
防洪排涝抗灾体系，努力增加枯
水期入湖水量，加快推进洞庭湖
区河湖连通工程，深入开展洞庭
湖生态环境整治。

退田还湖使洞庭湖
扩容近800平方公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樊曦） 国家铁路局12日发
布新版《铁路工程施工质量系列
验收标准》，进一步完善了以高铁
为代表的各类型铁路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等验收标准体系，为保
障铁路工程建设质量和铁路运输
安全提供重要依据。

据国家铁路局总工程师、新
闻发言人严贺祥介绍，新验收标
准共17项，涵盖了路基、桥梁、隧

道、轨道、混凝土、通信、信号、电
力、电力牵引供电等铁路主要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内容，首次明确
提出城际铁路和重载铁路的验收
要求。新标准将于 2019 年 2月 1
日正式实施。严贺祥表示，新标
准是在 2003 年发布实施的时速
160公里客货共线铁路工程系列
验收标准以及 2010 年发布实施
的高速铁路工程系列验收标准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新版《铁路工程
施工质量系列验收标准》发布

11 月 12 日，大熊猫佑佑在户外活动，享用美味。当日，一场明显
的降雪，在黑龙江省生活的大熊猫思嘉和佑佑迎来了又一个雪季。
饲养人员说，大熊猫很喜欢下雪，目前中午气温在 0℃左右，它们在室
外活动不受影响。气温低于-20℃，工作人员会减少它们在室外活动
的时间。

佑佑是一只“明星”大熊猫，亮相过上海世博会，外祖父是中国著名
大熊猫“盼盼”。 新华社记者 曹霁阳 摄

大熊猫迎来了又一个雪季

11月11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演员在表演柳琴戏《小
姑贤》。当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文化进万家”送文化下乡公益演出
活动走进马头镇，临沂市青年柳琴剧团演员表演了经典剧目《小姑贤》，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柳琴戏的魅力。 新华社发

山东郯城：“非遗大戏”送乡村

金沙江堰塞湖过流泄洪
据新华社武汉 11月12日电（记者黄艳） 12日10时50分，金沙江“11·3”白格堰塞湖开始过流，目前过流量不足每秒

1立方米，但正积蓄能量，堰塞湖水位继续上涨，预计13日晚间出现最大流量。为应对金沙江“11·3”白格堰塞湖过流带来
的洪水影响，长江防总于12日4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金沙江堰塞湖水通过泄流槽（11月12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11 月 12 日，西藏昌都市消防队员从高点观察泄流
情况。 新华社记者 坚 赞 摄

11月12日，群众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康扎西安
置点内休息。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 摄

据新华社郑州11月12日电（记
者张浩然） 赵伊坪，原名赵廉越，1910
年生于河南郾城。1925 年经彭雪枫
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
他在郾城平民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发
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
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陕
西、山东、河南等地以小学和中学教师
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担任国
文教员，在学校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
局华北联络局书记彭雪枫“放下教鞭，
唤醒士兵参加抗战”的要求，赵伊坪到
鲁西北范筑先部担任秘书科文书，开
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攘外必
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在赵伊坪

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范筑先走上了
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光明之路。

1937年底，赵伊坪到中共鲁西北
特委工作，先后担任鲁西区党委委员、
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第六区政治部
秘书长，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
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
要贡献，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
价。期间，他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机
关报《抗战日报》和理论刊物《先锋》月
刊的工作，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根据
党的方针、政策为报纸撰写社论，使该
报成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人民
斗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9 年 3 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
机关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
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5日清晨，在
茌平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遇。激战至

傍晚，赵伊坪多处中弹负伤坠马，落入
日军魔掌。日军把他绑在树上，用皮
鞭抽、刺刀戳……面对凶残的敌人，赵
伊坪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痛斥日本侵
略军的野蛮侵华暴行：“任凭你们把我
钉死在树上，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
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日
军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全身浇上汽
油，放火点燃。烈焰中，赵伊坪用尽最
后的气力高呼：“打倒狗日本鬼子！中
国共产党万岁！”残暴的日军又举起刺
刀，捅进他的嘴里……赵伊坪壮烈牺
牲，时年29岁。

为了弘扬烈士精神，漯河市“北街
小学”于1996年更名为“伊坪小学”。伊
坪小学校长赵洪磊说：每逢重要时间节
点，学校都会开展纪念赵伊坪烈士的活
动，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赵伊坪：烈火中永生的抗日英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ZAIXINGDONG

●空军某训练基地与空军特
色医学中心日前组建“飞行
员作战心理品质联合研究基
地”，走出训练机构与科研机
构联合开展空中战勤人员作
战心理理论研究、系统研发
和科研攻关的新路。

●12日零时30分，伴随着
轰鸣声，一架载有智利水果
的货机顺利降落，这标志着
郑州机场迎来今冬首架南美
水果包机。

●近日，吉林省长白山区发
现一处青铜时代遗址，并得
到权威专家认可。现场采集
到一个大石镐以及石镞、石
片各一件。

●记者12日从杭州市公安
局获悉，通过国际警务合作，
警方于 10月 31日将“邦邦
理财”平台实际控制人陈某
某从境外缉捕归案，该平台
其他 2名犯罪嫌疑人于 11
月2日投案自首。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12 日
电 （记者桑彤） 本周首个交易
日，大盘大幅反弹。上证综指
重返 2600 点上方，创业板指数
涨逾 3%。

当日，上证综指以2593.20点
开盘，一路震荡上行，最终收报
2630.52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涨
31.65点，涨幅为1.22%。

深证成指收报7832.29点，涨
183.74点，涨幅为2.40%。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3.47% 至
1368.79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涨
2.56%，以5220.36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线上
涨，有 3474 只交易品种收涨，仅
114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算ST
个股，两市逾10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环保、网络传
媒、电源设备涨幅居前，涨幅都在
4%以上；白酒、酒及饮料、动力煤
出现下跌，微跌在1%以内。

大盘大幅反弹
创业板指数涨逾3%

据新华社香港11月12日电
（记者丁梓懿） 著名作家金庸 10
月 30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94 岁。
他的丧礼 12 日在香港殡仪馆举
行。为便于公众向金庸作最后道
别，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金庸
馆”12 日至 30 日设置吊唁册，12
日当天就有数百位读者及市民前
去致敬缅怀。

金庸丧礼
在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