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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不断推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中国企业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朱宏任
中国企业家协会

王利博制图

【重磅推荐】

一、进一步坚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搞好民营企业的信心

【精彩阅读】
营商环境
优良营商环境
助力便企惠民
“再提速”

中国招商
优服务减审批
甘肃省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政府

近两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高

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如何

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不断优化投

让各类企业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充

资环境，完善政策措施，创新招商

满活力？如何让地区的经济发展

模式，狠抓项目落地，取得了显著

愈发健康？浙江省湖州市、山东省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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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市、安徽省宁国市的成功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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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
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经济为我
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深入分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深入分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明确提出了大
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
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
。 今年 3 月 1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
审议时指出
，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
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
，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
的良好发展环境，
的良好发展环境
，再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两个毫不动摇”
”，营造有利于
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保持
民营经济发展良好势头注入了强大动力，
民营经济发展良好势头注入了强大动力
，对增强民营企业家干
事创业的信心和勇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事创业的信心和勇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
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深化“ 放管服
放管服”
”改革
改革、
、降低企业税费
降低企业税费、
、
减轻企业负担等进行了全面部署，
减轻企业负担等进行了全面部署
，特别强调要下大气力优化民
营经济发展环境。
营经济发展环境
。 我们这次专门召开“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圆桌
会议”
会议
”，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
深刻领会全国两会精神，
深刻领会全国两会精神
，交流探讨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经验和做
法 ，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努力提高发展质量
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努力提高发展质量，
，实现创新发展
实现创新发展，
，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民主、
、文明
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的贡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的贡献。
。借
此机会，
此机会
，我谈几点意见
我谈几点意见，
，供大家参考
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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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
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
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
、技术创
新的重要主体、
新的重要主体
、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
济发展
、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国际市场开拓等
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挥了重要作用
。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字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字，
，截
至 2018 年 ，我国已经登记的工商主体达到 1.1 亿个
亿个，
，中小企业
数量达到 3475 万户
万户，
，民营企业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
民营企业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
。 剩下的
7000 万户个体工商户也已经成为民营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万户个体工商户也已经成为民营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事
实证明，
实证明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
，是推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
，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
，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巨大
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巨大、
、充满机遇
充满机遇，
，民营企业舞台
广阔、
广阔
、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要深刻把握党中央
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
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
支持、
、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立场
的立场，
，深刻把握党中央鼓励
深刻把握党中央鼓励、
、支持
支持、
、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态度。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态度
。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企业和企
业家的家，
业家的家
，始终把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作为重点工作
始终把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作为重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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