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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刘改华）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
布，从今年7月25日起开展的为期一个
半月的涉公职人员案件集中执行行动，
共执结各类涉公职人员案件 1319 件，
占全部涉公职执行案件的94%以上，提
升了司法公信力，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

河南各级法院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发挥联合惩戒机制的作用，全力破解涉
公职人员执行案件执行难。河南各级法
院积极向当地党委汇报，争取党委的重

视和支持，形成工作合力。河南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加
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
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涉
公职“老赖”案件的执行工作作了专
门规定。河南省委政法委牵头省直
39 家职能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并特别对失信公职人员在担任国企高
管、金融机构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
表人、代表委员等方面进行资格限
制，将失信情况作为其评选、评优、
晋职晋级的参考。

河南各级法院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与纪委、政法委
及组织、人事部门密切配合，通过集
中约谈、批评教育、取消评先资格等
形式，对涉公职被执行人形成“围
剿”之势，倒逼其主动履行法律义
务。

对那些屡教不改、执迷不悟的涉
公职“老赖”，河南法院依法采取拘
传、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强制其
履行法律义务；构成犯罪的，坚决追
究刑事责任。

河南集中执行涉公职“老赖”案件
一个半月共执结案件1319件 占比94%以上

新华社上海11月 5日电 （记者
姜 微 白 洁 刘红霞）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5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
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主旨演
讲，强调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
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
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
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
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
求。各国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
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11 月初的上海，风清气爽，秋意渐
浓。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式主会场内，
各国嘉宾齐聚一堂。上午9时45分许，习
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多米尼加总统梅
迪纳、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肯尼亚总统

肯雅塔、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克罗
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埃及总理马德布
利、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老挝总理通伦、马耳他总理穆斯
卡特、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俄罗斯
总理梅德韦杰夫、越南总理阮春福、英国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世界
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等外方领导人
一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主
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一大创举。这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
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
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球化
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面对世界经济

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都应该拿出更大
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展
互利合作空间。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
策取向，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应
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应该推动构建公正、合
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促进全
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各国应该坚持创新引领，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各国要共同推动科技创
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共享创新成果；
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的机遇，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
共同发展。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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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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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砥砺前
行，依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书写了国家
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坚持打开
国门搞建设。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
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
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始终是全球共
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
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
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为进
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将在以下几方面加
大推进力度。

第一，激发进口潜力。中国将促进
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培育中
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

潜力，扩大进口空间；将进一步降低
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削减进
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电子商
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国真诚向
各国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
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第二，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中国
已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投资自由
化水平，正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
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
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
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

第三，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中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完善
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深
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
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护外资企
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

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
国将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
新，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
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
程。

第五，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
发展。中国一贯主张，坚定维护世界
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
进行必要改革，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
制。中国愿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进中欧投资
协定谈判，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
判进程。中国将认真实施 2018 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的“八大行
动”，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
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
发挥更大作用。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宣布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

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
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
演讲。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同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本报北京 11 月 5 日电 今天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周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总揽
全局、内涵丰富、语重心长，是新时代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一篇
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国内外产生
强烈反响。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民营
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廓清了当前对
民营经济的各种错误认识，深入分析民
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明确提
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
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的
舞台注入了强大动力和坚定信心。党的
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先后出台《关于依法
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
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
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等文件，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妥善审
理各类涉民营企业案件，依法甄别纠正
张文中案等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促进
增强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感和干事创
业信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牢
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找准工作结合
点、切入点，认真总结加强产权司法保
护、甄别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经验，查找
差距和不足，进一步加大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切
实维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为企业
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转
变司法理念，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要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
等、法律适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依法保
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严格落实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坚决防
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
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民营企业家专

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
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要全面清理、完善
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凡是有悖于平等保
护民营经济的条款，要及时废止或调整完
善。要加强调查研究，高度关注民营企业
股权质押、三角债、互联互保等所涉法律
问题，合理和准确把握资金借贷的裁判尺
度，立足司法职能促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
用，运用司法手段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加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要继续加强产
权司法保护，妥善审理各类涉产权案
件，进一步加大涉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
别纠正力度，进一步强化以案释法工
作，及时公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和好做法、好经
验，推动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法
治环境和社会氛围。要妥善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发挥破产重整程序特殊功能，
优化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配
置，帮助和支持民营企业恢复生机、重
返市场。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
主导作用，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

惩治力度，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技术进步
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
争力。要加强反垄断案件审理，依法制
止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滥用垄
断地位，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要加大力度
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综合运
用各种强制执行措施，保障民营企业债
权及时实现。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深
入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
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效判决。要强
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
念，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标
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
物，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要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教育引
导广大法院干警将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
和财产安全的各项要求落实到立案、审
判、执行全过程，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
处利用审判执行权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的行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参加会议。
（余茂玉 殷 华）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
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我们毫不动摇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
有变！”“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
定心丸、安心谋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
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11月1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犹如
缕缕璀璨阳光，廓清了当前社会对民营经济的思想
迷雾，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和坚
定信心。这是新时代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总纲领、动员令和宣言书，更是
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讨论各有关审判
业务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提出的具体措施，研究部署
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法院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转变司法理念，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坚决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
竞争，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
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
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
利更有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加强产权保护、
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置于前
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平等
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坚持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和创造力，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
度，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
错案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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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调

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周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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