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2月25日，记者
从市高法院获悉，该院与市工商联共同出台
了《关于依法平等全面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全市法
院在全面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需要推进
的六项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
要求，市委五届三次全会也对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作出具体部署。”市高法院副院长黄明
耀在解读该《意见》时表示，《意见》的出台，
正是重庆法院、市工商联以实际行动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的具
体举措。

黄明耀介绍，《意见》共16条，包括提升两
点认识、明确三个要求、推进六项工作、创新
五项机制，即‘2＋3＋6＋5’工作方案，形成保
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司法合力。

为民营经济营造更为宽松的
发展环境

“深刻认识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
要意义和切实牢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
法治环境的职责使命，是《意见》要求提升的
两点认识。”黄明耀说，为此，《意见》明确提出
三个要求：一是要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司法保
护的主要矛盾，全面保护民营企业以及民营
企业家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自主经营

权和各类新型权益，为民营经济营造更为宽
松的发展环境和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二是
要认真把握《民法总则》对市场主体权利保障
法治化、体系化的要求。

《意见》明确，要准确把握保障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司法政策，高度关注现代经
济体系建立过程中民营经济运行情况，在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型经济关系等领域
细化司法保护政策，统一司法尺度，提升司
法水平，依法维护民营经济主体行政相对
人合法权益。

推进六项工作，保障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

黄明耀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意见》提
出推进六项工作：加强对民营企业及相关人
员的平等刑事保护，强化民商事审判保护职
能，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加强民
营企业救治和退出的司法保障，维护民营经
济主体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强化民营企业
的执行兑现。

黄明耀举例说，比如，针对民营企业“融

资难”的现象，《意见》就明确提出妥善审理涉
及民营企业的金融借款、融资租赁、民间借贷
等案件，支持民营企业多渠道融资。同时，
《意见》还提出妥善审理民营企业涉外案件，
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针对民营企业的救治和退出，《意见》明
确提出，要完善破产程序启动机制和破产企
业识别机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民
营企业，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解制度的特殊
功能，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民营企业
的转型升级。对于产能落后、“无产可破”的
民营企业，积极引导依法有序退出市场，实现
优胜劣汰。

“为强化民营企业的执行兑现，《意见》还
强调，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同等
对待，不得因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所有
制性质不同而在执行力度上有所差异。”黄明
耀说，对因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产业政策调整
所引起的涉诉纠纷或因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
难无法及时履行债务的民营企业被执行人，
慎用保全、查封、冻结、扣押、拘留等措施，尽
量减少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
成的不当影响。

五项机制创新，将民营经济
司法保护要求落实落地

为落实《意见》中的各项举措，市高法院
与市工商联还创新建立起五项机制，即创新
民营企业商事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健全
司法大数据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机制，落实民
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建立民
营经济发展协同调研宣传培训机制和巩固
全市法院与工商联组织常态化交流沟通机
制。

“通过以上机制，我们与市工商联力求加
强双方在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互动
协作，将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的要求落到实
处。”黄明耀表示，接下来，市高法院将根据
《意见》制定具体任务分解方案，确定相关责
任部门，明确任务要求、责任人及完成时限，
确保《意见》提出的各项要求不空转、做到
位。同时，开展专项督查，将民营经济平等保
护纳入政务督查范围，适时与市工商联一道
就民营经济司法保护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发
现问题并及时整改。

市高法院与市工商联共同出台《意见》

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轨道交通10
号线一期开通试运营后，市民坐10号线到
重庆北站北广场或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航站楼，具体如何换乘，重庆日报记者
昨日乘坐10号线一期，提前进行了打探。

北站北广场站面积是标准车站5倍多
多种交通工具零换乘

重庆北站北广场站为10号线和4号线
换乘站，目前4号线为在建线路。此次10
号线一期重庆北站北广场站开通后，无法
与4号线换乘，但与公交、出租车、高铁、长
途车等交通工具实现了零换乘。

目前，市民要到重庆北站北广场坐高
铁或动车，坐轨道交通出行需在3号线龙头
寺站下，或步行或转摆渡车，都需约10多分
钟。今后，市民坐10号线可直达重庆北站
北广场站。

记者现场体验——乘坐10号线列车在
重庆北站北广场站下车（负四层）后，乘扶
梯上一层就可到达站厅负三楼（换乘大
厅），步行约50米就可到达北广场动车（高
铁）出站口；坐扶梯上楼（负二层）就可到达

火车站入站口，旁边就是停车场，可乘坐出
租车和社会车辆。负一层为长途车站，步
行不用10分钟就可到达。4号线开通后，
市民可至负五层换乘4号线。

据介绍，由于该站与动车（高铁）相联，
估计开通后，人流量是标准车站（非换乘车
站）1倍多。为尽快疏散人群，避免人群拥
挤，该轨道站厅面积超过1万多平方米，是
标准车站（2000平方米）5倍大，整个站厅十
分宽敞。同时，站内闸机、自助购票设备、
电梯等设备都比标准车站多。

“高峰时段，人流只需四五分钟就可疏
散完毕，不会形成大面积滞留。”重庆轨道
集团表示。

T2航站楼与T3A航站楼
可坐3号线换乘

目前，轨道交通3号线江北机场T2航
站楼站日均进出站客流约2.5万人次，出站
客流大部分需要转乘大巴车前往T3A航站
楼乘机，市民出行相对不便。

10号线一期开通后，市民可直达T2航
站楼和T3航站楼。T2航站楼站和T3航站
楼站为相邻两个站。对于坐3号线出行到

机场T3航站楼的市民，换乘也非常便捷。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T2航站楼

10号线与3号线换乘，类似牛角沱车站，需
步行约3分钟，通过一段换乘通道，就可实
现互换。

T3航站楼站与T3A航站楼
无缝连接

对市民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乘坐10
号线在T3航站楼站下车后，如何到达T3A
航站楼，要步行多远？重庆日报记者现场
看到，T3航站楼站与T3A航站楼实现无缝
连接。

10号线下车后，乘客从2、3号出入口
出站后搭乘自动扶梯可直达T3A航站楼出
发厅，也可从站厅搭乘4部直升电梯前往
T3A航站楼出发厅。乘坐飞机的乘客，下
了飞机如需换乘10号线，可从机场到达厅
经车站4号出入口进站乘车。

市民可坐10号线到中央公园

10号线一期开通后，将大大便捷在中
央公园附近上班或居住的市民，乘10号车

可直接到达家门口。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重庆中央

公园设三个站：中央公园东站、中央公园
站、中央公园西站。

中央公园东站位于同茂大道上，共设
置3个出入口。其中1出入口可通向重庆
市第八中学、鹏润悦秀上东、鲁能城等；2A、
2B出入口则分布在中央公园下穿道两侧。

中央公园站，紧邻中央公园，设有2个
出入口，分布在同茂大道两侧。其中，1B口
和2A口邻近山韵园、水韵园、喷泉广场，1A
口和2B口则朝向桂花山茶园、雕塑园、儿
童乐园。

中央公园西站位于同茂大道上，共设
有3个出入口，其中2号口可通往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渝北巴蜀小学、金茂生态新城
等；3号口则位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
市档案馆（新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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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张
潇予）12月24日，北碚区和西南大学联合举
办弘扬卢作孚企业家精神座谈会，来自国内
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与当地民营企业代表一
道，回顾了卢作孚先生实业救国强国的一生，
共同探讨卢作孚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的价值
与意义。

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创
始人，毕生致力于探索实业救国强国之路。
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
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1938年，
武汉失守，向大后方转运的大批战略物资和
难民积压在宜昌，他调集轮船参与运送人员
物资，在不到40天内完成了战略物资搬运和
难民输送，保存了中国工业命脉，为抗战胜利
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壮举被誉为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此外，他还先后
在北碚创建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普及文化
和教育，从事乡村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卢作孚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创办企业
就是为了救国。”座谈会上，长期研究近代实
业发展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虞和
平说，卢作孚“实业建国”理念，实质上就是通
过创办和发展实业使国家强盛起来。他为民
生公司定下“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
富强国家”的宗旨，终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
卢作孚精神值得继续深入挖掘和继承发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南大学乡村建设
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认为，卢作孚等一批企
业家，从小立下大志发展实业救国，正因为有
这些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发展。目
前，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
象，如何走出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要向卢作
孚等优秀实业家学习。在对卢作孚的研究
上，应当由特性上升到普遍性层面，使其具有
普适性意义，为当代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表
示，卢作孚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老一
辈企业家如孙越崎、古耕虞对卢作孚异常钦
佩。现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
敏也曾说：“卢作孚先生在我心目中可谓是高
山仰止。”因此，学习、研究和弘扬卢作孚精神，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
院助理研究员杜洁认为，卢作孚先生将整个企

业及企业扎根的地方一起经营，而不仅是经营
企业。这种将企业收益分享给地方公益建设
的“在地化”模式，值得企业家们借鉴。

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潘洵概括了卢
作孚企业家精神，即为富强国家、民生为本的
爱国情怀，公而忘私、服务社会的品德，富于
理想、勇于实行的人格，大胆创造、追求卓越
的创新精神，以人为本、兼善天下的价值追求
和勤俭敬业、耐苦耐劳的作风。潘洵说，卢作

孚精神需要深入研究、凝练和传播，并落实在
制度设计和安排上。

“卢作孚企业家精神源于北碚，算起来北
碚也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源地之一。”南开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金铮建议，在北碚
筹备举办中国企业家精神研讨会，将卢作孚
精神进一步深化，从中找到企业家精神的核
心内涵，以资借鉴当下企业发展。

听了学者们的发言，与会企业代表、重
庆广怀实业集团负责人洪敏表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于民营企业家来
说，要以作孚先生为榜样积极投身于实体经
济，把企业经营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结合起来。正川医药包装公司董事长邓
勇则认为，企业经营者应当专注，弘扬工匠
精神，不盲目扩大规模，还要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

座谈会是北碚弘扬企业家精神系列活动
之一，旨在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近
年来，该区高度重视民营经济，通过成立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中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民营经济
在北碚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已成为推动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截至2017年9月，
北碚区各类市场主体达4.29万户，其中非公
经济市场主体达到4.17万户。预计到2021
年，该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
75%以上。

学者企业家聚首北碚

共论卢作孚企业家精神的新时代价值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2月25日，记者从团市
委获悉，由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市青年创新创业
基金会等联合发起设立的重庆青年创新创业学院（以
下简称“青创学院”）成立，该学院将为我市广大创业
青年提供各种专业培训课程。

据介绍，青创学院是团市委主管的民办非企业独
立法人机构，面向创业青年（企业家）开展非学历教育
培训。“青创学院采取联合办学的模式，充分发挥重庆
各大高校教师队伍、课程体系和相应设施设备的优
势，并整合市内优秀企业家资源，确保学院教育培训
活动的专业性和实操性。”市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陈豪介绍说，与一般的创业培训相比，青创学院
的课程呈现3个特点。“首先是更加注重分层分类别的
培训，根据不同创业阶段，分为创意班、初创班、成长
班、农青专业班等4个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其次是注
重整合高校和社会资源，充分对接各种融资平台。第
三是注重增加实践和研学的比重，培训学员可优先参
加学院组织的国内高级管理研修和交流活动。”

当天，包括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重庆大学国家大
学科技园、西南大学重庆市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重
庆理工大学MBA中心、沙坪坝区众创E家在内的5
家机构被正式授牌，作为青创学院首批教学基地。陈
豪表示，青创学院培训班将于明年1月下旬正式开班，
届时将面向社会发布招生简章，有意向的创业青年都
可报名参加。

我市设立
青年创新创业学院
专为创业青年提供培训课程

本报讯 （记者 陈钧）12月25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的海扶刀远征约旦——日前，位于约旦哈希姆王
国的约旦医院海扶中心成功开业，该院引进重庆海扶
自主研发生产的JC200D型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
系统，并在重庆海扶的专业指导下建立起了完善的海
扶微无创治疗中心。

据介绍，“海扶刀”是通过聚焦超声波转化成温
度，在高温区域内把肿瘤细胞杀死，而不会损伤治疗
区外的组织或器官。目前，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肝
癌、骨肿瘤、乳腺癌、子宫肌瘤甚至宫颈炎、过敏性鼻
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约旦位于亚洲西部，旅游医疗业较为发达，包括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国家的病人很
多都会选择到约旦就医。约旦医院位于约旦首都安
曼努尔皇后大街，拥有床位300张，是约旦境内规模
最大的私立综合性医院。该院海扶中心由约旦知名
妇产科医生贾米尔·沙班医生负责成立，专注于妇科
良性肌瘤的治疗

据悉，截至目前，“海扶刀”已经被英国、德国等25
个国家的医疗机构使用，在全世界范围治疗肿瘤患者
8万余例。

海扶在约旦医院“试刀”

近日，在涪陵区红酒小镇“长城”微缩景观烽火台
上，来自该区的体育爱好者在打太极拳。当日，天气
晴朗，站在临江的红酒小镇“长城”上打太极，既能看
到高峡平湖的美景，也有不同的健身体验。据了解，

“长城”微缩景观建在红酒小镇山顶，总长约100米。
记者 熊明 摄

“小长城”上打太极
诗意演绎慢生活

卢作孚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陈诚 摄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中心支
公司
机构负责人：王竞
机构编码：00001550011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久长路180号临江商住楼A幢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处江城大道476号
4-2号（部分）、4-3号
成立时期：2010年11月18日
邮政编码：401520 联系电话：023-4283577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
业务。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冯永清

机构编码：000025500105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电测村100号13-3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6日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67701953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它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

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7年06月07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赶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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