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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
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为民
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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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意
见》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提出一系
列改革措施。

打破“三重门”
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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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
展基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
股形式开展发电配电售电业务；支
持民营企业进入油气勘探开发、炼
化和销售领域，建设原油、天然气、
成品油储运和管道输送等基础设
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原油
进口、成品油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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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在放开市场准入方面作
出一系列具体安排，提出研究制定
民营企业分行业、分领域、分业务
市场准入具体路径和办法，明确路
线图和时间表。

“具有极强操作性和针对性，
对于在相关行业领域建立竞争性
市场机制、 开展公平的市场竞争，
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王曙光说。

意见明确，实施公平统一的市
场监管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刚性约束，坚持存量清理和增
量审查并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
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
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

破除痛点难点
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

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
拖欠账款……针对长期困扰民营
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意见》提出
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

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
业体系， 健全授信尽职免责机制；

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
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
审核效率，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
营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健全民营企
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建立清理和
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提高
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
效率。

出台实施约2万亿元规模减税
降费举措，打出债券、信贷、股权
“三支箭”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随着各领域举措渐次落地，越来越
多民营企业家感受到“是自己人”
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氏企业
集团董事长叶青用“精准”形容意
见中的举措。他列举说，意见提出
切实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扩大
享受税收优惠小微企业范围，加大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支持发展
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
象的中小金融机构。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意见重申保护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合法财产，释放出的平等
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信号极为强
烈。”王曙光说。

意见提出，健全执法司法对民
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加大对民
营企业的刑事保护力度，保障民营
企业家在协助纪检监察机关审查
调查时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保
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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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
的意见》出台，首次从中央层面对产
权保护制度进行顶层设计， 明确提
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
护制度。

有恒产者有恒心。国家发改委
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
泉说，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产权
保护制度，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基础。这要求各级政府稳步推行权
力清单制度和负面清单制度，认真
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进一步强
化政府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保护
意识，建设诚信政府，坚决消除“新
官不理旧账”等失信现象，在全社
会形成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的良
好氛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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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电力电信石油等领域竞争性业务放开
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宽广舞台，重点突出“七个着力”

●着力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坚决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切实消除在准入许可、经营运
行、招投标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着力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

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破解融资难融资
贵等突出问题。

●着力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坚持执法、司法等各环节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财产合法权益，
为民营企业家创造更多安全感。

●着力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

支持引导民营企业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主动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激发改革创新动力。

●着力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引导民营企业筑牢守法经营底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民营企业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畅通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理直气壮支持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推动支持民营企业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本报12月22日讯 今
日，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政府
官网获悉，《湖南省农村住
房建设管理办法》已于近日
发布。《办法》 从规划选址、
住房设计、建设施工等方面
对农村住房建设进行了规
范。《办法》指出，农村村民
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在公路沿线建房的，其房屋
边缘与公路用地外缘的间
距为国道不少于20米。

《办法》明确，在公路沿
线建房的， 其房屋边缘与公
路用地外缘的间距为： 国道
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
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
少于5米。在高速公路沿线建
房的， 其房屋边缘与高速公
路隔离栅栏的间距不少于
30米。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区范围、在机场周边建房的，
应当遵守铁路安全保护和机
场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同时，农村村民一户只
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每户占
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规定的
标准。设区的市、自治州和
县（市）人民政府依据有关
法律、 法规规定和当地实
际，制定和公布农村住房建
设标准，严格控制建筑层数
和建筑高度。

据悉，《办法》自2020年
1月1日起施行。

■记者 卜岚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今日从
省商务厅获悉，今年1-11月，全省
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7680.98亿
元，同比增长18.6%，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 全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32
家； 有11家500强企业首次落户湖
南，新引进的“三类500强”企业投
资项目多达178个； 新引进招商引
资重大项目677个， 投资总额为
9173.09亿元。

1-11月，全省新引进“三类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178个，投资总额

3740.3亿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94个； 中国500强企业投
资项目70个； 民营500强企业投资
项目14个。 属于首次落户湖南的
“三类500强”企业共11家，分别是：
广东雪松控股集团、 江苏双良集
团、浙江超威集团、山东威高集团、
江苏高力控股集团、英国石油公司
（BP）、日本Seven�&�I�控股公司、北
京首农食品集团、天津亿联控股集
团、山东奥德集团、湖北中百控股
集团。 ■记者 潘显璇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围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对
2020年“三农”工作做出系统
部署。22日，中央农办主任、农
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就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农业
丰收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这一主题接受了记者采
访。

做好2020年农业农村工
作的关键何在？韩长赋概括为
重点围绕保供给、 保增收、保
小康展开。保供给，务必保障
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稳定、有效供给，打牢稳物价
稳经济稳全局的基础支撑；保
增收，保障明年农民增收势头
不减弱、趋势不逆转，农民收入
持续较快增长， 增速继续保持
“两个高于”；保小康，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加快补上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使广
大农民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生猪生产恢复是社会关
注的问题。韩长赋表示，农业
农村部已经印发加快生猪生
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各
地务必像抓粮食一样抓生猪
生产， 严格落实省负总责，压
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强化
县级抓落实责任。切实保障元
旦春节猪肉供应，推动扶持政
策落实落地，毫不松懈抓好非
洲猪瘟防控。坚持“抓大不放
小”， 引导大型养猪企业采取
“公司+农户”、入股加盟、托管
租赁等方式，带动中小养殖场
户发展。

同时，要推动生猪扶持政
策拓展覆盖到畜牧业，大力发
展家禽业和草食畜牧业，加快
推进奶业振兴，积极发展水产
绿色健康养殖，实施好“菜篮
子”工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
短板在“三农”。要加大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村供
水保障水平，扎实搞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改善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农村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韩长赋认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是全面小
康最直观的“落差”和农民群
众的民生痛点，2020年要加大
补短板力度。启动实施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工程，以农村饮水安全、村内
通组道路、 动力电等为重点，
加强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补强农村教育、 医疗、社
会保障等薄弱环节。

农村生态环境直接关系
老乡的幸福感。2019年我国加
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据
初步统计，90%的村庄开展了
清洁行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60%，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覆盖了84%的行政村。

韩长赋表示，2020年要分
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积极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推进
村庄规划编制。 ■据新华社

公路沿线建房
离国道不少于20米

像抓粮食一样抓生猪生产，落实省负总责
农业部：确保农业丰收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今年前11月我省新引进11家500强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