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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持续加
大网络精准扶贫工作力度的通
知》，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开展精准降费，帮
助贫困群众利用互联网走上脱
贫致富道路，充分享受互联网
发展带来的红利。

“借助宽带互联网开展精
准扶贫，是改变农村地区发展
模式、丰富农民致富手段、加快
贫困家庭脱贫的重要途径之
一，目前已经取得较好成果。

《通知》拟将优惠活动推广到全
国，以有效降低贫困群体宽带
网络使用负担，让更多贫困群
众利用宽带网络实现脱贫致
富、提升生活质量。”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
副总工牟春波表示。

据介绍，自 2015 年以来，
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已开展4批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农村地区
宽带网络条件实现跨越式发
展，全国 96%以上的行政村实
现光缆通达、95%以上行政村
实现 4G 信号覆盖，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村的光纤宽带通达率
达到 95%。在广大农村地区，
借助宽带网络，越来越多的农
村用户为特色优质农产品找到
了好销路、卖出了好价钱，增加
了收入。城市优质教育、医疗
等公共资源也在加快向农村
延伸。

为让更多用户能够用得
起、用得好宽带网络，工信部积
极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电信企业持续下调宽带接入网费
和移动流量费，取消了流量漫游费，网络使用成本全面下
降。为扶持贫困农村利用网络脱贫致富，贵州、湖南等省
份进一步针对深度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通信
网络资费优惠活动。

牟春波表示，《通知》将精准降费作为持续加大网络
精准扶贫工作力度的重要抓手，把政策红利真正用于需
要的贫困群体，实施时要注意以下3点：一是加快推出定
向资费折扣优惠政策。支持各基础电信企业针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选择使用的光纤宽带和移动手机等基础通信服
务资费套餐，给予最大幅度折扣优惠。各基础电信企业
将考虑贫困地区经济情况确定各地具体优惠折扣标准，
针对贫困用户的资费要优惠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普遍资
费水平。二是加强扶贫数据互通共享。《通知》要求各地
通信管理局组织基础电信企业与扶贫办建立建档立卡贫
困户信息共享交换机制，定期交换建档立卡贫困户最新
信息，保证基础电信企业能够准确掌握贫困家庭信息，及
时为贫困家庭提供优惠网络资费。三是规范优惠政策的
办理。各省份基础电信企业将与扶贫办贫困户信息进行
对接，建立贫困家庭用户台账，并与受益贫困户签署正式
合同或协议，约定优惠折扣标准和有效期限。

牟春波表示，在推进精准降费实施过程中，要加强政
策协同，形成扶贫合力。把精准降费与电信普遍服务结
合，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覆盖地区，在网络建设竣工
的同时，同步推进优惠资费政策，加大精准降费宣传，鼓
励贫困用户更多使用基础电信业务和各类互联网应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司法部
日前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为民
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

（下称《意见》）。11月11日，经济日报记
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工作机制

记者：司法行政机关如何支持和促进
民营企业发展？司法部此次出台《意见》
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傅政华：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不断为
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
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大力支持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是
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的职责使命。

这份《意见》共20条，主要围绕减轻民
营企业负担、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难题、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保护企
业合法权益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相关
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创新拓展公共法律服务、引导民营企业
依法经营依法治企等4个方面20项具体措
施，努力为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服务民营经
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摆上重要日
程，推动各项政策落实，站在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
作职能作用，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
实法治保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优
质法律服务。

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

记者：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强化法律保
障，司法部在这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傅政华：在法律保障方面，重点是要
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这主
要包括：

一是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
法规制度，树立平等保护、促进发展的立
法理念，围绕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产权
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困
难问题，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
入”原则，加快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
一步落实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全面
保护民营企业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
等各种类型的财产权。充分保障民营企业
平等获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
资金，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实现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
用平等、法律责任平等，保障民营企业与
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通过立法加强政
府政务诚信建设，确保政府守约践诺，防
止随意违约毁约、“新官不理旧账”等
问题。

二是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司法部部署在
2018年年底前，对有悖于平等保护原则、
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开展一次集中清理，打破各种各
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为民营
企业发展提供平等法治保障。进一步加
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及时纠正有悖于保
护民营经济的法规规章规定，积极为民营
企业发展提供平等法治保障。

三是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
立法工作机制，要求起草、审查涉及企业
权益的法律法规，要专门听取民营企业的
意见，全面了解民营企业利益诉求并在制
度设计中充分考虑。要把征求工商联和
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意见作为重要环
节，必要时对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开
展立法调研。对征求意见中民营企业反
映比较集中的意见，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反
馈研究采纳情况，未采纳的要说明理由。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记者：司法部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
增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安全感？

傅政华：为民营企业公平发展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推进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一是要大力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
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
项制度”，切实增强行政执法工作法治化、
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摒除随意检查、多重
检查、重复处罚等执法歧视行为。全面公
开行政执法部门权责清单，明确执法主
体、执法程序、执法事项范围，从制度上推
动解决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问
题。凡无法律依据的，一律不得开展执法
检查，严防执法扰企。切实防止一些部门
在执法中对民营企业采取“一刀切”等简
单粗暴做法，对民营企业经营中的一般违
法行为，要审慎研究、妥善处理，可以通过
说服、建议、协商等手段解决的，要以教育
为主，不能一味处罚、一罚了事。

二是要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严厉
打击针对民营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
侵犯民营企业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知
识产权以及损害民营企业商业信誉、商品
声誉的违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对民营
企业和人员的一般违法行为，慎用查封、
扣押、冻结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涉案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依
法必须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处置涉
案财物的，必须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
法人财产、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
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结
案后及时解封、解冻非涉案财物。

三是要全面推行“两随机、一公开”监
管，推动阳光执法，坚决避免人情监管、选
择执法、执法不公、暗箱操作等现象。建
立完善行政执法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坚决
制止和纠正各级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侵
犯民营企业利益的行为。对民营企业投
诉举报的“乱执法、随意执法”问题，必须
及时查处，做到有错必究，对有关责任人
员依法问责。

今年年底前，我们将在司法行政系统

通过告知承诺、信息共享等方式取消不必
要的证明事项。推动落实审批服务“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优化简
化行政审批服务程序，最大限度缩短民营
企业办事时限，方便民营企业创业创新。
按照部署，2019年6月底前，实现整合部
省两级中国法律服务网，优化服务流程，
推进实现以中国法律服务网为统领的“三
网融合”“一网通办”。

帮助民营企业有效预防
和化解法律风险

记者：在法律服务方面，司法部将采
取哪些措施为民营企业发展护航？

傅政华：在法律服务方面，重点是要
创新拓展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公证、
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和法律援助积极服
务民营企业，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引导民
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企。

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首先要发挥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服务民营企业功能。推
行实体平台“一窗办多事”，整合司法行政
系统各项服务职能，实现“前台统一受理，
后台分流转办”，降低民营企业寻求法律
服务的成本。其次，围绕促进依法经营、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法治环境，引导
律师积极参与企业决策论证，提供法律咨
询、权益保护等服务，促进依法办企。司
法部已部署各地在2018年底前，组织律
师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展一次全面法治体
检，将法律保护关口前移，帮助民营企业
有效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再次，监督指
导公证机构认真办理企业并购、招标投
标、知识产权、拍卖、提存、抵押等公证业
务，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公证服务
力度，规范交易行为，防范非法集资风险，
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此外，司法部将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
纷排查，将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作为重点，
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

□ 本报记者 李万祥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访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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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要求，中央企业应当按
照全面覆盖、强化责任、协同联动、客观独立的原则加快
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设立合规委员会，中央企业相关
负责人或总法律顾问担任合规管理负责人。

据悉，合规管理是指以有效防控合规风险为目的，以
企业和员工经营管理行为为对象，开展包括制度制定、风
险识别、合规审查、风险应对、责任追究、考核评价、合规
培训等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

《指引》明确了中央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合
规管理职责，并要求中央企业设立合规委员会，与企业法
治建设领导小组或风险控制委员会等合署，承担合规管
理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合规管理重大事项或提出意见建议，指导、监督和评价合
规管理工作。

对于强化中央企业海外投资经营行为的合规管理，
《指引》提出了具体要求：深入研究投资所在国法律法规
及相关国际规则，全面掌握禁止性规定，明确海外投资经
营行为的红线、底线；健全海外合规经营的制度、体系、流
程，重视开展项目的合规论证和尽职调查，依法加强对境
外机构的管控，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定期排查梳理海外投
资经营业务的风险状况，重点关注重大决策、重大合同、
大额资金管控和境外子企业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的合规
风险，妥善处理、及时报告，防止扩大蔓延。

国务院国资委印发《指引》要求

央企加快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

2135亿元！11月12日零点，这个令
人吃惊的数字出现在上海世博中心天猫

“双11”媒体中心的数据大屏上，这是中
国电商平台单日网购交易额的新纪录。

在天猫，只用了1小时47分钟，成交
额就超过1000亿元，11日15点49分39
秒，2018 年天猫“双 11”用时不到 16 小
时，成交额达到 1682 亿元，这也是去年

“双11”全天的成交总额；在京东，截至12
日零点，从11月1日零点开始的“11·11
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金额达到1598亿
元；在苏宁易购，“双11购物节”4秒交易
额破亿元，50秒破10亿元，截至11日中
午12点，线上订单量同比增长138%。

消费者对“双11”的巨大热情远超业
内资深分析师预期。市场研究机构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原本预期包括
天猫、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网易考拉、
云集等主流电商平台在内，全行业电商平
台“双 11”当天交易额大促将超过 3000
亿元，“现在要把这个数字修正为3550亿
元，全网交易额增幅会在40%左右”。

从 2009 年天猫首次在“双 11”当天
举行购物节开始，今年已是“双11”的第
十年。“商业世界和消费生活经历的新高
度，在未来都会习以为常。”阿里巴巴集
团CEO张勇如是说。十年“双11”，见证
着中国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也见证着
中国新商业的颠覆式变革，更见证着消
费者消费升级的巨大能量。

热情投向品质生活

截至11日15点，在小米之家，智能
灯具销量增长 1243%，空气净化器销量
增 长 2975% ，扫 地 机 器 人 销 量 增 长
14862%……这些动辄超百倍的增长数
字，是消费者今年对智能设备强烈消费
热情的写照。

从“五折捡便宜”到“瞄准黑科技”，
消费者的热情正在向追求品质生活转
移，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品牌商对“双11”
的重视。今年的“双11”，品牌广泛参与，
来自天猫的数据显示，有18万全球品牌
参与到天猫“双 11”，截至中午 12 点，已
有 167 个品牌进入“亿元俱乐部”，达到
去年天猫“双11”全天水平。“从个人消费
产品看，‘双11’网购开始从必需品向享
受型产品演进，而电商平台本身也在由
价格竞争向品质竞争转型，各大品类中，

大部分品类的品牌集中度均有所提升，
这也促进了品牌品质消费在电商领域的
兴起。”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
究室主任李勇坚表示。

今年的“双11”，也是消费者敢于“尝
鲜”的“双11”。在天猫，1小时内，加拿大
甜虾卖出283万只，澳大利亚牛排137万
片被抢，墨西哥牛油果卖出 14 万个；在
京东，“送装一体”致力解决消费者的后
顾之忧，11日开始的前30 分钟，京东家
装建材销售额同比增长282%，在智能家
装设备领域，指纹锁类目整体同比增加5
倍以上，智能坐便器同比增加3.3倍。

今年的“双11”，更是电商基础设施
不断进化的“双11”。天猫“双11”开场8
分钟，第1个天猫超市包裹送达；0点26
分，网易考拉跨境首单送达；早上 8 点，
全国已有263个城市的消费者拿到了自
己的“剁手战果”。速度来自技术的力
量，菜鸟网络资深算法专家朱礼君“双
11”全天都在菜鸟无锡园区忙碌，这是一
个由700个机器人共同运作的仓库。“调
度系统可以实时采集数据，判断机器人
的位置和状态，并且实时规划它们的行
走和拣货路径。”朱礼君说。

数据勾勒十年演进

“还记得 2012 年‘双 11’，到中午成
交额破了 100 亿元，张勇还特意敲着大
鼓出来，所有人热泪盈眶，觉得我们来到
了一个新的时代。”天猫海外总经理胡瑜
玲感慨万千，今年天猫“双11”成交额突

破100亿元，只用了125秒。
“双11”十年，正是中国电子商务飞

速增长的十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2009 年接近 4 万亿元，2017 年约 29 万
亿元，增长超过6倍，远超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期增长的1.92倍。在单纯的庞
大数字之外，大数据也显现出消费趋势
的大变化。

“2009年参与天猫‘双11’的主体消
费者是‘80后’，占比超过六成；2015年，

‘90后’消费者的占比首次超过‘80后’，
成为最主要的线上消费群体；2017 年，

‘95后’消费者的占比也已经接近两成。”
2018 年天猫“双 11”新闻发言人蒋昕捷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曹磊分析说：“年轻
消费者群体的崛起，让年轻态、时尚化、
网红款商品持续热销，他们的消费观念、
偏好与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高质量
消费的走向与趋势。”

从热衷“双11”的地区来看，二三线
城市乃至县域农村日益成为网购的中坚
力量。十年“双11”，在天猫交易额增长
最快的是诸如杭州、武汉、重庆这样的二
线城市，在京东，去年“双11”期间，六线
城市用户数是 2008 年的 6700 倍，五线
城市用户数是 2008 年的 3400 倍，均高
于全站增速。“电商为缓解城乡之间、区
域之间的商业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问题
作出很大贡献。三线以下城市、农村以
及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网民，开始越来
越多地卷入到电商促销之中，电商给原
来商业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地区带来了极
其丰富的产品，使这些地区的居民消费

持续升级。”李勇坚说。
中国消费者对消费升级的渴望，也

向海外品牌们派出一个“大红包”。“买遍
全球，成为新消费时代的常态特征。”蒋
昕捷介绍说，今年消费者在天猫“双11”
当天可以购买的进口商品来自 75 个国
家和地区。主打跨境电商的网易考拉方
面也表示，网易考拉在今年“双11”开始
的第 78 分钟，就超过 2017 年“双 11”全
天销售额。在“双11”零点前发布的一份
网易考拉“爆品”清单上，超过40%的商
品都是首次进入榜单中。

联动描绘未来图景

11 月 11 日上午 10 点，杭州武林银
泰百货商场门口人潮汹涌，不远处停着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信号车，这是特意
开过来保证人们在“双 11”用手机抢红
包、玩互动游戏“一路畅通”的。小米则
在“双 11”投入了 1000 家服务门店、
3000多辆提货车辆，全天24小时“不打
烊”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今年的“双11”，是线上线下联动的
智慧零售“演兵场”。据曹磊介绍，“今年
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大润发等线下
门店首次全面参与‘双11’；京东联合线
下X无人超市、7fresh等创新业态参与；
苏宁包括苏宁云店、红孩子、苏鲜生、零
售云、苏宁小店等6000余家门店均参与
了‘双11’”。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也表
示：“今年是小米首次尝试全品类、全渠
道、全场景的‘双11’，小米新零售体系的
整体运营和服务水平经受住了全新的考
验。”

与线上“亲密接触”，也让传统零售
业尝到了“甜头”。居然之家北京金源店
是天猫与居然之家联手改造的首个家居
新零售智慧卖场。11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刚刚开始营业不到半小时，体验“装
修试衣间”、线上线下抢优惠的消费者快
速在卖场内排成数条长龙，13点09分，
居然之家全国266家门店天猫“双11”销
售额突破100亿元。

李勇坚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智慧零
售将呈现几个趋势：线上线下共享数据，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线上
线下共享卖场，实现无缝对接；线上线下
共享物流，改变当前完全割裂的局面；线
上线下共同对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工
艺、生产计划等提供相应的协作，促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线下线上
还将通过消费融合，将消费金融等相关
服务一体化整合到消费过程中。

十年“双11”见证消费升级巨大能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11月11日，在小米之家广州天河城店，消费者在选购智能设备。 李 磊摄

11月11日，深国际贵州综合物流港心怡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在复核包装线上工作。当日，“双11”购物
节拉开序幕，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38家快递和电商企业
积极应对“电商大考”及大量网购订单带来的快递高峰。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龙 毅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