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见标志着对优秀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弘扬进入一个崭
新阶段。”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宏任
“从精神引导到实际帮扶， 从眼前困难到企业未来的传承，

意见都做了全面部署和指导，为企业家专注品质、持续创新提供
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护。产权保护、容错机制更让企业家们吃了
一颗定心丸，解除了后顾之忧。”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

9月25日拍摄的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花果篮”。9月2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中心
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布置完毕。今年的大花篮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
摆放着柿子、石榴、苹果以及牡丹、玉兰、月季等仿真花果，寓意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各
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新华社 图

声音

自今年8月15日起，全国“扫
黄打非” 办公室等中央八部门联
合部署开展为期40天的互联网低
俗色情信息专项整治行动。 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9月25日，全国共
处置、 删除色情低俗等有害信息
2000余万条，整治行动收到阶段
性成效。

近期，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部署北京、海南等地有关部门
对天涯社区、纵横中文网、逐浪
小说网、天极网、猫扑、红袖添香
网、小说阅读网、言情小说吧、起
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等网站涉
嫌传播低俗色情信息问题进行
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严惩。
同时，各地“扫黄打非”办

公室协调公安机关深入查办
多起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上海“友视”、湖南岳阳“狼
友”、湖北武汉“partylive”等7
起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被列入全国挂牌督办案
件；江苏徐州“5·26”利用QQ
群组织淫秽表演案、安徽铜陵
“5·22” 特大微信传播淫秽视
频牟利案等一批案件也被列
为全国挂牌督办案件。 目前，
大部分案件查办进展顺利，不
少取得了重要突破。

专项整治行动中， 各大互

联网企业也在相关部门督促下，积
极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
查自纠，主动清查低俗色情等有害
信息。新浪微博关停传播低俗色情
信息的账号5.3万余个；百度公司屏
蔽色情网页链接1.8万余条，对旗下
网盘、贴吧等交互类产品进行集中
清查， 共清理色情低俗信息593万
余条；网易、腾讯、新浪、搜狐等商
业门户网站对各频道帖文及跟帖
评论中的低俗色情信息进行清理，
日清理量均达1万余条； 快手平台
日均处置低俗色情信息超10万条；
华为应用市场审核了9万余款APP
应用，发现涉黄问题应用155款，全
部予以下架处理。 ■据新华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5日公开宣判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
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
受贿案，对被告人黄兴国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
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
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
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
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
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天津市
人民政府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
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
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通过他
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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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优
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
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他们身上闪耀着共同
的力量———企业家精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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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公
布。 作为我国首个聚焦企业
家精神的文件， 意见传递出
几大看点。

企业因政策变化受损
应建立补偿救济机制

近年出现一些因产权纠
纷、专利侵权、政府不当干预
等造成企业家合法权益受损
的事件。 为消除企业家顾虑，
让企业家安心创造财富，意见
提出一系列法治保障措施：

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及
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
产权纠纷申诉案件。 加快建
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
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 研究
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 政策
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
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

在创新权益保护方面，
探索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
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参
照确定损害赔偿额度。

在企业家自主经营权保
护方面，建立完善涉企收费、
监督检查等清单制度， 研究
设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维权服
务平台。

对锐意改革
出现的失误予以容错

意见提出一系列措施，
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
创业的社会氛围：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 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家
成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的模范， 更多国有企业家成
为奉公守法守纪、 清正廉洁
自律的模范。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家
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
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对
国有企业家以增强国有经济
活力和竞争力等为目标、在企
业发展中大胆探索、锐意改革

所出现的失误， 只要不属于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当谋利、
主观故意、独断专行等情形者，
要予以容错，为担当者担当、为
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强化企业家
公平竞争权益保障

发挥企业家精神， 需要权
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
市场环境。 国家行政学院开展
的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第三方评估显示， 民间投
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
依然存在， 个别地方政府诚信
意识欠缺。

意见提出， 强化企业家公
平竞争权益保障， 依法清理废
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各
种规定和做法。 促进各种所有
制经济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生产
要素、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
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政府重大经济决策
主动向企业家问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
服”改革持续推进，取得积极进
展。 但市场准入中各种许可限
制仍然较多， 制度性交易成本
依然较高； 监管缺失、 检查任
性、执法不力等问题比较突出。

意见提出，加强对企业家优
质高效务实服务：支持符合条件
的地区和领域开展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探索；建立政府重
大经济决策主动向企业家问计
求策的程序性规范；完善涉企政
策和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健全帮
扶企业家的工作联动机制。

加大党校等机构
对企业家的培训力度

优秀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人才和“关键少数”。优秀
企业家精神代代传承， 对中国
经济意义重大。

意见提出， 将培养企业家
队伍与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同步
谋划、同步推进；对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企业家， 以适当方式予
以表彰和宣传。加大党校、行政
学院等机构对企业家的培训力
度。 强调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
建设的领导， 发挥党员企业家
先锋模范作用。 ■据新华社

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聚焦企业家精神 提出系列措施营造尊重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企业家锐意改革失误将予以容错

天津市原市长黄兴国
一审获刑12年

互联网低俗色情信息专项整治

40天清理有害信息2000余万条

天安门广场
“花果篮”完工

“容错机制让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