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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上接一版)
习近平在福建代表团参加审议。
会上，雷金玉、张林顺、兰平勇、康涛、陈
国鹰、潘越、丁世忠、章联生等 8 位代表
先后围绕打好脱贫攻坚战、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远洋渔业、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
创新发展、促进老区苏区发展等问题发
表意见。有的代表谈到以创新变革打
造民族品牌，习近平说，你 2001 年就做
这 件 事 ，现 在 仍 然 在 做 ，而 且 越 做 越
大。做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
的问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
这是本分。习近平在最后的重要讲话
中肯定福建的工作，希望福建的同志坚
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
努力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再创佳绩，
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
础。习近平强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向改革开
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
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
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要坚持问题导
向，解放思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给创新创业创造以更好的环境，着力解
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机制
问题，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
围，特别是要为中小企业、年轻人发展
提供有利条件，为高技术企业成长建立
加速机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
实鼓励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
政策措施，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
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营造有利于
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帮助民营
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打造
一支有开拓精神、前瞻眼光、国际视野
的企业家队伍。要发挥经济特区、自由
贸易试验区、综合实验区、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多区叠加优势，不断
探索新路，吸引优质生产要素集中集
聚，全面提升福建产业竞争力，力争在
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走在前头。
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对台
工作既要着眼大局大势，又要注重落实
落细。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
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

业标准共通，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
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加强两岸交流合
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广
大台湾同胞的心里，增进台湾同胞对民
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感情。要在对台工
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
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去年以来，我们
推出“31 条惠台措施”，福建实行“66 条
实施意见”，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台湾同
胞都是受益者。要把这些措施落实到
位，同时要听取台湾同胞呼声，研究还
可以推出哪些惠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只
要能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要做好革
命老区、中央苏区脱贫奔小康工作。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要饮水思源，
决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要梳理排
查、抓紧工作，确保老区苏区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都不掉队。要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找到问题根
源，增强脱贫措施的实效性。各级领导
干部要有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
风，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及时解决脱贫
攻坚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如期完成。加快老区苏区发展，要有长
远眼光，多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
调相促进的文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突出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
战。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
的各方面建设，以坚强有力的党组织确
保工作任务落实。
栗战书在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
在认真听取娄勤俭、吴政隆、车捷等代
表发言后，栗战书说，制定外商投资法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
的重大立法任务，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
在新时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
决心，宣示了我国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
略、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鲜
明立场，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希
望江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
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抓住实施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的机遇，大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
境美、社会文明度高的新江苏。
汪洋在西藏代表团参加审议。在

听取普布顿珠、格桑卓嘎、扎西江村等
代表发言后，汪洋表示，完全赞成栗战
书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汪洋充分肯定过去一年西藏各项事
业发展成绩，指出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持续向好，但也要看到风险挑战。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
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维护祖国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牢
牢把握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
居安思
危、稳中求进，
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
好局面，
进一步加强寺庙管理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脱贫攻坚质量，确保雪域高
原安定祥和、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王沪宁在新疆代表团参加审议。
在听取雪克来提·扎克尔、孙金龙、阿不
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等代表发言后，
王沪宁表示，赞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新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希望
新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治疆方略，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要紧紧围绕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做好保障和改
善民生工作，
办好各类教育，
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
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赵乐际在海南代表团参加审议。
陈飘、邓小刚、杨莹等代表先后发言。
赵乐际充分肯定海南工作取得的新成
绩，希望海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海南在新一轮改
革开放中的战略定位，用好用足机遇，
大胆探索创新，凝心聚力、抓好落实，加
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以实际行动践行“两
个维护”，以新的更大成绩不负党中央
重托。赵乐际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党
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
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有力有效的
监督保障各项任务落实。
陈全国等参加审议。

辽宁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 议 外 商 投 资 法 草 案
(上接一版)
白春礼代表在发言时表示，制定外
商投资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对外
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决心和
信心，对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实现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我完全赞成制定外商投资
法。白春礼还就外商投资法草案提出
了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
许安标代表说，制定外商投资法十
分必要。原有的“外资三法”已难以适
应新时代改革开放需要。制定外商投
资法，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草案把握立法
原则，突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
商投资主基调，坚持外商投资法是外商
投资领域基础性法律，体现了中国特色
和国际规则相衔接，坚持了内外资一
致。我完全赞成。
杨忠林代表说，外商投资法草案强
化了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完善了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省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履职尽责，主
动站位民主法治建设第一线、推进和保
障振兴发展第一线，推动辽宁不断扩大
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加深开放层
次，破解开放难题，以全面开放引领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张学群代表表示，制定外商投资法
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发展所需，坚持
平等对待，立法科学周密，回应外国投
资者的关切和期待，着眼解决外商投资
过程中的突出法律问题，有利于营造稳
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是一个体现科学立法精神的法律文
件，必将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
的水平。
于天敏代表说，检察机关作为国家
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重要力量，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我们将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各类
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
造优质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潘利国代表表示，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担负着推 进 法 律 法 规 在 本 行 政
区域内有效实施的重要职责，待外商
投资法通过后，我们要把贯彻实施作
为当前人大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和优
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手段，加强对贯彻
实施情况的监督，提高外商投资服务
水平，推动 形 成 外 商 投 资 的 良 好 法 治
环境。
肖盛峰代表说，制定外商投资法充
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彰显了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
决心，待外商投资法通过后，我们要认
真学习贯彻，把握精髓要义，抓好法律
解读，制定配套措施，加大法治宣传，优
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
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朱苏荣、赵乐韬、李景玉、裴伟东、
郎奎平等代表发言。
当日下午，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
继续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编辑/丁薇薇

视觉/刘芳芳

综合

3

阜蒙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奖励举报通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精神，根据省委、市委、县委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决定和部署，县扫黑办向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征集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相关事宜通告
如下：
一、线索举报范围
（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
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
恶势力。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
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
产的黑恶势力。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
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
等黑恶势力。
（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
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五）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
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
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
恶势力。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
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
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
力。
（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
恶势力。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
法队”和“职业医闹”的黑恶势力。
（十）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
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十一）包庇、纵容黑恶犯罪的公职
人员。
（十二）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线索。
二、线索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418—8822454
举报信箱：阜蒙县繁荣大街 26 号，
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邮编 123100）
举 报 邮 箱 ：fumengxiansaoheiban@hotmail.com
三、举报奖励及保护措施
为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鼓励
社会各界主动检举违法犯罪线索，对举
报线索属实的单位及个人给予奖励，并
实施严格的保密和保护措施。
特此通告。
阜蒙县扫黑办
2018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