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出版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 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周建屏：戎马一生 抗日到底
周建屏， 祖籍江西金溪， １８９２ 年生于云南宣威。 １９０９ 年

考入云南讲武堂， 并加入云南新军， 先后参加了护国运动、 护

法运动以及讨伐陈炯明叛乱。 １９２６ 年经周恩来推荐进入黄埔

军校学习， 参加北伐战争。 １９２７ 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 并转入朱德军官教导团。

大革命失败后， 周建屏参加南昌起义。 １９２９ 年， 被党派

遣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工作， 先后被任命为红军团

长、 师长。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周建屏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１０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周建

屏率红 ７ 军团第 ２４ 师掩护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 留在根据地

坚持游击战争， １９３６ 年到达延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周建屏任八路军第 １１５ 师 ３４３ 旅副

旅长， 率部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 参加平型关战役。 后率部挺

进五台山至河北阜平一带， 发动群众，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建

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

区成立， 周建屏任晋察冀军区 ４ 分区司令员， 并奉聂荣臻司令

员的命令， 扩大与整编部队。 不久， 他率部参加晋察冀根据地

粉碎日军 “八路围攻” 的战斗。 １９３８ 年 ４ 分区司令部迁至太

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县小觉镇。 周建屏率领分区机关和部队，

在日伪军残酷的 “封锁” “分割” “扫荡” 和 “蚕食” 的极端

困难条件下， 宣传群众， 支持群众开展减租减息， 帮助地方发

展生产，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动员群众踊跃参军， 建立地方抗

日武装， 壮大我主力部队， 开创和巩固了模范抗日根据地。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周建屏旧伤复发不治去世。 当地群众

在太行山上的小觉镇为他建起一座烈士墓。 日军先后 ３ 次扫荡

小觉镇时炸毁周建屏烈士墓， 可是群众又 ３ 次修复起烈士墓。

新中国成立后， 周建屏的遗骨移葬于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今年是周建屏牺牲 ８０ 周年， 他 ６８ 岁的外孙女周荣带着

８８ 岁的母亲， 已经三次前往小觉镇。 “他是英雄， 了不起的

英雄， 为了革命牺牲了一

切。 作为后代 ， 我们要向

他学习 。 ” 周荣准备明年

再去周建屏烈士墓瞻仰。

新华社记者 白靖利
（据新华社昆明１１月７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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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习近平向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 11 月 7 日在浙江乌镇开幕。 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 正在经历一

场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 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 为世界经济

发展增添新动能， 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数字

经济发展， 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习近平强调，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

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 应对网络安

全挑战的利益相同、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

求相同。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

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

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 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

“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 希望大家集

思广益、 增进共识， 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化

发展， 构建可持续的数字世界， 让互联网

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AI带来的前所未有突破正迅速发生”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专家预言智能翻译、无人驾驶将在三年内普及

7 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

江乌镇开幕。 当天下午，第五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全体会议上，微软全球执行副

总裁沈向洋、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

伟发表讲演。 随后，红衫资本全球执行合伙

人沈南鹏、网易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

磊， 与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高级顾问法

迪·切哈德、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布鲁

斯·迈康纳、SAP 全球高级副总裁柯曼共同

论道，主题为“回顾与展望”。

AI 更强调企业社会责任

20 年前的我们， 身边并没有今天已经

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智能手机、云计算、社

交网络，这些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

生活。 它们潜移默化、悄然发生，却意义非

凡、影响深远。

沈向洋说：“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会

同意，人工智能（AI）将在我们的未来扮演重

要的角色，对此，我们是充满希望和期待，同

时还有些许畏惧。 未来是我们创造的，塑造

和引导未来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能

确定的是，人工智能将会给医疗健康、农业

生产、教育教学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带来

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这些突破正在迅速

地发生。 ”

因此，在《计算未来》一书中，微软深入

探讨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并提出“六大原

则”：公平、可靠和安全、隐私和保障、包容、

透明、负责。“我们要确保我们所打造的人工

智能系统能够分辨这个多元世界上所有人

的声音， 分辨所有人的面孔而做到公正，但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偏见问题也仅仅是我们

关注人工智能众多中的一个，我们将继续加

大在这方面的投入。 ”沈向洋说。

当前 ，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 ，

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了谣言和虚假新闻泛滥，

推荐算法造成了信息获取过窄、 内容低俗

化， 电商平台出现伪劣商品， 网约车平台

出现安全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互联网技术

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 随之而来的新问题。

曹国伟说， 新浪微博将平台治理和社会责

任放到了企业发展的核心地位， 希望和大

家分享一些经验。 比如， 坚守平台的责任，

放大权威的声音。 目前， 媒体认证微博 3

万多个， 政务账号超过了 17 万个。 热点事

件的传播中， 把有公信力的账号放在前面，

让主流权威的内容覆盖更多的用户； 第二，

不断完善打击谣言和虚假新闻的机制， 比

如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 第三， 算法推荐

更重视人工干预。 在微博的推荐算法中增

加权威媒体的权重， 同时对热门传播内容

加入人工审核的程序； 第四， 全方位加强

用户隐私的保护。 从技术层面防范用户信

息窃取， 同时要细化用户隐私偏好设置功

能， 使用户在不同场景、 不同隐私下有不

同选择。

传统行业渗透着互联网血液

今年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的第 5 年。

如果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尤其是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分为上下半场的话。 以前 5

年可能是上半场，即“互联网+”的时代，而接

下来，大家将看到更多的是“+互联网”，很多

传统行业将逐步把互联网的手段用起来。

“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去上海拜访了几

家医院。以前，他们可能需要资金进行研发，

但现在，大部分医院都在做同一件事，使用

各种人工智能。 从早期的血糖监测、疾病预

防，到手术当中对医生的远程指导，以及医

学影像的帮助……这些都渗透了互联网的

血液、人工智能手段。我相信，所谓传统企业

有自己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也有自己互联网

商业模式。 ”沈南鹏说。

1994 年，丁磊上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

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什么 ， 只是上网浏览 。

1997 年，雅虎的商业模式是卖广告，后来通

过互联网做电商。 今天， 亚马逊也是电商。

2016 年，“阿法狗”下围棋大获成功，这是互

联网一起标志性事件。 丁磊说，今天互联网

技术已经深入到金融、医疗、教育等任何领

域。 “我相信，未来两三年之内，智能语言翻

译、无人驾驶汽车等将很快取代人工。 如果

哪个行业不注重互联网，尤其是人工智能的

运用，肯定会被更新迭代！ ”

法迪·切哈德认为， 中国是一个创新强

国。中国人口众多、数据庞大，以此为基础建

立起来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机器人学习等方

面， 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绝对的优越性。

“我相信，中国会引领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革

命、领先世界。 ”（本报乌镇 11 月 7 日专电）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每条意见都切切实实为企业减负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上海出台的《若干意见》令广大企业家倍感振奋

近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

提升民营经济活力 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七个方面推出 27 条举

措，对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作了部

署。 《若干意见》一经发布，在本市民营企业

家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市

委市政府积极、迅速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

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极大振奋了大

家的信心。

降低“四项成本”，切切实实
为企业减负

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对于《若干

意见》提出的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降低

企业用地成本、降低要素成本、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等减轻企业负担的内容感受尤为

深刻。“总书记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

我们自己人’，此次发布的《若干意见》让我

感到上海把这句话落到了实处，每条意见都

切切实实为企业减负。 ”丁佐宏说。 今年以

来，随着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全面推进，

企业家们深切感受到上海营商环境正变得

越来越好，“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

济寄予厚望，深感肩头责任重大”。

打破三扇“门”的同时，出台
“五个支撑”

《若干意见》要求“全面开放民间投资领

域，要促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作发展，要

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作用”，以打破“卷帘门”

“玻璃门”“旋转门”。 与此同时，以“五个支

撑”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条件。

对此，111 集团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长于刚结合自己的创业经验表示，民营企业

在探索新技术、新领域的过程中，切身感受

到一些困难。而《若干意见》为企业打破三扇

“门”和出台“五个支撑”的具体举措，表明上

海市委市政府充分考察和调研了民营企业

实际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这些意见

充分表明上海鼓励民营企业创新的决心，为

我们民营企业发展送来了‘定心丸’。 ”

上海中昊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宝霖

说，《若干意见》明确“鼓励企业拓展国内外市

场， 支持民营企业充分运用跨境电商等贸易

新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价值，支持

建立‘海外仓’和海外运营中心”，这切中了出

口型实体企业的“痛点”，效果将立竿见影。

“三个100亿”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针对不少企业家眼中的 “融资高山”，

《若干意见》提出“三个 100 亿”缓解融资难

融资贵。

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道举认为，保资智能作为以人工智能和物联

网为基础的高科技企业， 前期创新投入大、

风险高，需要稳定的政策和支持。 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中提到“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海在《若干

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推进实施‘中小企业千

家百亿信用融资计划’， 为优质中小民营企

业提供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 100 亿元”等内

容，将解决公司面临的紧迫难题。

虎扑（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翁熹表示，《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大流动

性风险专项防范力度，建立规模为 100 亿元

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以市场化、法治化方

式，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

的民营企业进行投入，“这使得我们对企业

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

为民企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民营企业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为依法

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指明了方向。依法平等保

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才能为民营企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围绕座谈会的相关内

容， 记者7日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

必新。

记者：从司法的角度来说，这次座谈会

释放了什么信号？

江必新：这次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释放了正本清源、提

振信心的信号，给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吃下政

策“定心丸”，为人民法院服务和保障民营企

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要依法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司

法保护力度。对于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行为， 我们应当依法坚决予以制裁。

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经营行为，我们

应当坚决依法予以保护。

对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小企业和大

企业，我们要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绝不能单

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公共利益等为

由， 置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正当诉求于不

顾，损害其合法权益。

要注重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实体权利

和程序权利、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物权债

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权益的全面保护。防止

少数人抓住民营企业的一些轻微违法行为

而置人于死地，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敲诈勒

索。 警惕少数人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坑

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我们将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

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记者：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人民法院依法

甄别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案件，在这方

面进展如何？ 下一步有何打算？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成立

“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并下

发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

工作方案等文件，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

甄别纠正工作。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各地法院均加

大了涉民营企业家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

力度，也有很多人民法院经过甄别纠正后宣

告当事人无罪的案例。 同时，我们加大新闻

宣传工作力度， 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

积极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精

神，努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要从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高度，以保护

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妥善处理好历史

形成的涉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案件。

各级法院将广泛排查案件线索，除了刑

事审判领域，还将加大在行政审判、民事审

判以及执行领域的确有错误案件甄别纠正

力度。 对于已经纠正的冤错案件，我们将做

好相应的国家赔偿和其他善后工作。对于依

照法律政策规定不属于纠正范围的案件，也

要向当事人说清楚、讲明白。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细化司法

政策和规范。 划清罪与非罪界线，细化定罪

量刑标准，指引各级法院审判人员准确掌握

法律精神、适用法律规定。 尽快发布保护产

权和企业家权益的第二批典型案例，继续向

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为各级法院审理有关案

件提供指引和参考。

新华社记者 罗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本报记者 周 渊 徐晶卉
薄小波 祝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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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

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

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包容普

惠、 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

人间正道。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

旨演讲， 科学把握经济全球化

的历史大势， 明确提出了坚持

包容普惠、 推动共同发展的主

张，为各国积极推动开放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指明了正确方向和路径，赢

得与会嘉宾高度认同， 受到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各

国人民共同愿望。今天的世界，

物质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古人

难以想象的地步， 但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民众生

活在困境之中。与此同时，世界

已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奉

行你输我赢、 赢者通吃的老一

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

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 结果必

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 也堵上

了自己的路， 侵蚀的是自己发

展的根基， 损害的是全人类的

未来。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

的：“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

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

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

要独占。 ”只有坚持包容普惠，

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

共同消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

临的贫穷落后， 共同为全球的

孩子们营造衣食无忧的生活，

才能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

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

坚持包容普惠， 推动共同

发展，就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

赢之路。开放才能带来进步，合

作才能实现共赢。 国际贸易和

投资等经贸往来， 植根于各国

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需要。纵

观国际经贸发展史， 深刻验证

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的规律。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

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

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

也难以健康发展。各国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提升多边和双

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就能促进全球经济进

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就要让民众共享发展成

果。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只有完善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

和模式，才能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

成果人人共享。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一个重要

原因是发展的包容性不足。让各国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让美

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各国拿出更大勇气、作出积极努

力。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

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

风险和挑战，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

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

增长成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

世界经济，就一定能够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载 11 月 8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夜景。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