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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实行

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立法实行宪法

宣誓制度，彰显了宪法权威、弘扬了法治

精神，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再现了“十二

五”以来我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的辉煌实践。

近 5 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积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快落实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

力水平，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

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进程，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加

快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法治观

念、宪法信念正在不断深入人心。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着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

重要战略任务，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开创了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局面。

“十二五”以来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

成功经验和启示之一，就是必须坚持正

确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道路、方向关系成败，“十二

五”以来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归结起来，

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

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

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中国特色的，

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是马克思

主义法治理论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产物。只有这条道路、这个方向而没有

别的道路、别的方向能够解决当前中国

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经验和启示之二，是坚持党的领导这

一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十二五”以来的

实践和成就充分说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

治。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坚持党的

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提出“党大还

是法大”这个伪命题，其目的是企图从“法

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蛊惑群众，搞乱人

心，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经验和启示之三，是在全面推进改

革中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发挥法治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

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什么轨道上推

进改革，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正确推进改

革、准确推进改革、有序推进改革、协调

推进改革。回望“十二五”以来改革开放

的伟大历程，改革的推进与法治的建设

齐头并进、相互促进，这不是历史的巧

合，而是发展的必然。正是因为有了法

治的护航，把深化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

改革才能不走样、不变道、有章法。

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律体系

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依法治

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而全面加强。在看

到法治取得的成绩时还应看到，同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期待、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

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完善

的方面。“十三五”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

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

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兴法治：共同推进 一体建设
——“辉煌十二五”系列评论之三

本报评论员

9 月 22 日,宁波爱科迪股份有限公
司年产 3000 万件汽车铝合金压铸零件
生产线开工建设，总经理张建成开心地
说，“按照土地合同，原先准备的开工时
间是明年 2 月 6 日。现在政府简政放
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让我的新项
目提前 130多天开了工”。

张建成是宁波市江北区的民营企业
家，2003 年创立爱科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落户江北工业园，主要从事汽车
零部件生产。2014 年，爱科迪实现销售
收入 13.44 亿元，上缴国家税收 1.57 亿
元，是江北区的纳税大户。

近年来，爱科迪经营良好，产品供不
应求，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提高。张建成
决定今年再投资 5 亿元，上马年产 3000
万件汽车铝合金压铸零件生产线项目。
此前，他已经在江北区进行过 3 次大规
模的产能扩张。2007 年第一次扩建新
项目时，审批花了半年时间；2010 年第
二 次 扩 建 ，审 批 前 后 也 用 了 4 个 月 。
2013 年第三次扩建，从土地摘牌到领取
施工许可证，只用了 17 个工作日，创下
当时宁波基建项目审批的最快速度。

张建成兴奋地说，今年这个项目进
展更快。从 9 月 10 日获取土地证，到 9
月 22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仅仅用了 9 个
工作日。获得施工许可证的当天，项目
就在江北工业园 C 区打桩开工，比土地

出让合同原先的约定提前了 137天。
新项目为何能这么快通过审批？宁

波市江北区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主任葛
黎明说，这得益于政府简政放权和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得益于审批流程优化和
协作协调能力的加强。他介绍，江北区
通过“清权、减权、制权”，加快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将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负面清单等落实到具体项目开工
报建、建设监管、竣工验收的各个环节，
按工业项目投资审批链创新审批服务监
督管理机制，推动工业项目投资建设。

简政放权给爱科迪新项目的上马带
来不少实实在在的利好。比如，以前不
管是国有投资项目还是非国有投资项
目，开工前都要实行工地建设招投标。
而今年，全部使用非国有资金投资的项
目招标人可以自主决定发包方式。这为
张建成的新项目简化了办事流程，节省
了宝贵的时间。其他如压覆矿审查、地
质灾害评估、雷击风险评估等，都由一个
具体的企业审查变更为区域性审查，也
为新项目开工提速不少。

“近年来，政府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为民营企业家创业创造了更好的发
展环境。我们有信心把爱科迪做得更
好，2015 年销售额将突破 15 亿元。”张
建成说。

（更多报道见四版）

“ 新 项 目 提 前 137 天 开 工 了 ”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吴红波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
事访问前夕，《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了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英国
工商界人士以及在英国生活、工
作和学习的华人华侨及中国留
学生，从他们的亲口描述中感受
到英国各界对习近平主席访英
的热切期待。

伦敦金融城长期以来密切关
注中国并积极支持和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对于习主席的到访，伦
敦金融城市长叶雅伦表示，中国
是英国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伦
敦金融城和英国政府都致力于推
进中英经贸关系发展。希望通过
此次访问能够深化双边关系，促
进共同繁荣。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
委员会主席包默凯表示，“金融城
高度期待和欢迎习主席的访问。
习主席的访问将为中英两国关系
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
将促进两国建立更紧密的外交、
文化和经济联系。伦敦金融城期
待此次习主席访问能够进一步促
进人民币全球市场的发展，推动
中英两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英国国会跨党派华人事务委
员会秘书长李贞驹律师表示，英国
华人高度期待习主席的访问。在
李贞驹看来，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一
期待中蕴含着感谢，感谢习主席和
祖国为海外华人华侨所提供的关
心和爱护，祖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是英国华人华侨挺直腰杆、进入主
流社会的基础；这一期待中蕴含着
自豪，习主席的访问向英国主流社
会展示了中国对于其海外侨民的
关心和重视，将大幅提升华人华侨
作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族裔的身份
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这一期待中蕴
含着希望，习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中英两国双边关系，
也将为华人华侨在英国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拓展发展空间
提供新的动力和机遇。

英国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姚树洁接受采访时表示，作
为华裔英国学者，我们对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充满了期
盼。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对华的友好态度和务实的精
神，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和
巩固。在英国留学、工作的中国学生和华人学者，都非常
关注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认为习主席的访问将带来中英
经济贸易以及科教文卫领域的深度合作，为华人学者学
术拓展带来更强的信心和更大的空间。

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会首位中国主席郭留成接受采
访时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郭留成说，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留学海外的
中国学生不断增多。这些中国留学生都为习主席的访问
感到兴奋，亲手制作了欢迎旗帜和标语，将参加欢迎队
伍，展示中国留学生的风采。郭留成说，未来的中国将更
为强大，海外留学生也会将满腔的报国热情转化为吸取
知识的动力，为了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英国各界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访英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与中移动安徽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9 月
建成大数据中心；与中兴通讯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
动信息化产业集群化发展；与中关村数海数据资产评估
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华东大数据创新中心⋯⋯
如今，一批信息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汇聚到了安徽淮南
这座传统的能源之城。

淮南是全国 13 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也是全国六
大煤电基地之一。然而，现在的煤电产业却遭遇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

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淮南市确立了转型
发展“双轮驱动”战略，在做精做优煤电产业链的同时，做
大做强非煤产业群：抓住产业转型核心，加速振兴主导产
业，大力培育高成长性产业。

煤电产业链方面，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成为淮南的
突破口：据测算，煤炭发电可增值 1.5 倍，煤制甲醇可增
值约 2倍至 3倍，烯烃等化工产品则可增值 6倍至 8倍。

2014 年 4 月，《安徽淮南新型煤化工基地总体发展
规划》获省政府正式批复。如今，总投资 300亿元的中安
联合煤化一体化项目正在加快推进，2017 年下半年将生
产出烯烃产品。作为安徽省政府批准的唯一的新型煤化
工基地，这里正发挥淮南煤炭、水、市场、技术、区位、交通
等综合优势，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道路，重点发展煤
基石化产品、替代燃料产品、高端化工产品、基础化工产
品四大板块，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中部唯一、
安徽骄傲”的新型煤化工基地。 （下转第二版）

煤与非煤产业共舞——

“双轮驱动”兴淮南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柏 松

在湘潭大学生创业孵化园见习了两
个月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吴传新下定决
心当“创客”，但不知从何着手，同事建议
他到国税局去接受“微服务”。

湖南湘潭是“全国创业先进城市”和
“全国首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
创业孵化园是湘潭最早的“创客”基地，不
仅汇集了多家成长性好的企业，还是税务
部门“政策洼地”的集中体验区，吴传新在
这里亲眼见证了几位大学生在税收优惠
政策下的创新创业传奇。

进入到湘潭市岳塘区国税局大厅，
面对“政务公开查询机”上的各种服务指
南，吴传新仍然有些茫然。看出他的犹
豫，一旁的税管员刘立宾走过来带他来
到“微课堂”，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整齐
地摆放着几把椅子和操作台，刘立宾熟

练地点击显示屏上的“新办户课堂”“创
新创业政策”“办理税务登记基本流程”
等课程内容，“若有需要深入了解，还能
提供点单服务。”刘立宾移动鼠标点开

“专家课堂”，屏幕上 16 位专家的详细介
绍和业务强项一目了然。从“微课”堂出
来，吴传新信心百倍，第二天就注册了属
于自己的企业。

湘潭市通过强化政策、服务、市场“三
大体系”，逐步出现了“创新引领创业，创
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为了把全市创新
创业的热潮鼓起来，让创新创业的环境优
起来，全市开展了为创新创业者送项目、
送融资、送服务的“三送”服务。湘潭市国
税局的“微服务”成了全市“三送”服务的
样本。湘潭市国税局局长肖辉说：“税收
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在推动创新创业中
应该有所作为。微课堂只是我们推出的

‘互联网+税务’微服务模式的一种。我
们还建立了税收公众号、微信群、QQ 群
三位一体的在线税务局，提供征期提醒、
税收优惠宣传和创新创业政策服务。‘微

服务’平台上，从国家政策到市里措施，从
企业不能干什么到创业创新的准入条件
等都一目了然。”

“作为创业者，我就是微服务的受益
者。”创业者王红介绍，“每到发票认证期，
国税局微信群就提前发来提醒信息。发
票认证滞后会造成多交增值税，提醒微服
务及时帮企业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王
红在手机上点开“湘潭市国税局”的微信
群和公众号，什么时候申报，什么时候认
证，什么时候缴销发票，公众号里一目了
然。“这像我们新办企业的眼睛，对新创业
者来说是实打实的服务举措。”王红说。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微服务拓
展了创客空间，催生了一大批草根“创
客”。如何让这些新生的“创客”更快“跑”
起来？肖辉介绍说：“一是税收惠政。落
实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就业再就
业等创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二是融资助
跑。去年湘潭市开始探索银税合作，市国
税局与中国建设银行打造‘银税企互动’
平台，以纳税信用换取银行信用，在全市

推出了‘税易贷’金融产品，为创客缓解了
融资困难。”

从事环保设备研发销售的湖南中源
欣创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税易贷”金融产
品的受益者之一。中源欣创公司今年春
节前接到一个 600万元的订单，可流动资
金不够。国税局主动上门服务，5 天时间
内为公司争取了 170 万元的“税易贷”，使
该公司在合同期内成功交货。由于公司
的诚信和专业，后来，合作方又在该公司
追加了 600万元的货单。据统计，自今年
启动“税易贷”项目以来，湘潭已有 428 户
小微企业通过国税部门的牵线搭桥快速
获得贷款 3.5亿元。

湘潭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微服务”
拓展了全市创客空间。今年以来，湘潭市
新开业纳税人同比增长 27.8%以上，其中
现代服务业纳税人新增 2028 户，增长
75%，完成国税收入 34.38亿元，同比增长
6.32% 。 全 市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5%以上，服务业比重同比提高 2.6 个百
分点。

湖南湘潭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

“微服务”拓展“创客”大空间
本报记者 刘 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