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税降费给企业加
装发展引擎

“税务部门对企业支持很
大，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很到位。 ”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九惠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辉球说。

黄辉球介绍，惠州市九惠制
药有限公司是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年产值超亿元。 2019 年，
企业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
减免税收 200 万元，另得益于深
化增值税改革，企业增值税税负
下降超过 2 个百分点。

“切实感受到减税降费政策
力度很大，这就如为企业发展加
装了一台高功率的引擎，提振了
企业信心。 ”黄辉球表示。

惠州市人大代表、惠州中京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黄生荣说：“一系列的减税降
费政策直接减轻了我们的税费
负担，‘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助
力我们在行业竞争中迅速盘活
资金、轻装上阵。在 2018 年的汇
算清缴中，中京电子享受研发费
加计扣除 4000 多万元， 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300 多
万元，盘活了企业资金，为企业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利好。 ”

税收服务让群众感
到便捷舒心

“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了，
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缴费人、人
民群众的个性化服务也越来越
多， 我身边的纳税人还是满意
的。 ”省人大代表、中海油惠州
石化有限公司炼油一部生产监
督边绪亮表示。

2019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惠
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薪阶层成
为受益最大、 降负最明显的群
体。 为确保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尽
享改革红利，税务部门把改革成
效“亮”出来，把特色服务“送”上
门，推广无纸化退 （免 ）税申报，
大力拓展电子办税渠道，进一步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减轻纳税人
负担，代表们也是赞不绝口。

省人大代表、博罗县博仁文
化志愿者协会会长吴炳菊介绍，
2019 年以来， 税务部门创新税
宣形式， 借力志愿服务联合会
志愿服务活动平台， 与本地多
个公益协会签订了税收宣传合
作框架协议，开创了“税务蓝 +
志愿红”税宣模式 ，将“减税降
费”“便民服务”送到群众手中，
让更多群众了解税收政策、支持
税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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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范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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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上， 省政协委员陈汝鑫再次带
着 5 个提案与会。 他表示，为推
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应通过广深“双核”向沿海经济
带， 特别是汕头和湛江两个省
域副中心城市延伸布局， 带动
全省加速发展。

陈汝鑫说，应该充分发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

设先行示范区的辐射带 动 作
用 ，加大对沿海经济带的支持
力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广
州、深圳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核心引擎，承担着为全国全
省发展做贡献的重要使命。 两
市一起共建国际科技创 新 中
心 、 打造国际性综合交 通 枢
纽 、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共同引领“一核

一带一区”建设等领域合作。
广州作为“科教重镇”，有

着大量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科创
研发能力的高校， 深圳要发挥
科创优势，在经济、科创、产业、
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创新 活
力。 两者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 既符合广深港澳科技创新
走廊的规划， 也弥补了深圳基
础研究领域的短板。

陈汝鑫还认为， 要加强沿海
经济带与“双区”在市场、产业、政
策上的对接，推动“双区”的先进
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向沿海
经济带东西两翼特别是汕头和湛
江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延伸布
局， 打造沿海经济带、 产业聚集
带、滨海旅游带，带动大湾区周边
城市加速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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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要发展“实
验室经济”

快人快语的姚振华透露，造
车行业每年要投入巨大的研发费
用，据他了解，目前全球前 5 名的
汽车集团，每年约花费 800-1000
亿元的研发费用。 姚振华说，照
现在的研发进度，宝能围绕汽车
整车研发、零件研发等会不断投
入研发费用。“我们是全方位的，
燃油车加新能源车都干， 有自己
的电池、自己的动力系统。 ”

他认为，大湾区一定要大力
发展“实验室经济”。“怎么能让
研发型的‘实验室经济’有抓手？
一定要鼓励真干事的科学家企
业家融合发展，高校、科研机构
和社会深度对接。 ”

“对企业而言，政府补贴不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环境。 如果
金融服务畅通了， 人才服务畅通

了，企业服务畅通了。OK！剩下的
就是企业要苦干、要实干。 ”姚振
华在发言结尾动情地说。

投资广州制造业
是好选择

在会议间隙，姚振华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表示高度重视广州
制造业的发展。 广州人才资源丰
富、科技资源扎实，底子雄厚，是大
湾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广州开展制造业的投
资，是好的选择。 ”姚振华说。

此外，对“南粤家政”“粤菜
师傅”“广东技工” 三大民生工
程，姚振华认为，这符合市场需
要、契合广东需求。这三大工程，
在满足市场需求过程中，会不断
出来一些新的人力资源需求。 按
照这个思路做下去，广东的人力
资源一定会越来越强，促进广东
产业升级。

针 对 委 员 提 出 的 如 何
更好帮助罕见病患者的建
议 ，羊城晚报记者联系了省
政协委员 、广东省医保局局
长肖学 。 他表示 ，医保部门
一直都很重视罕见病的问
题 ， 在昨天的小组发言里 ，
他 也 专 门 提 到 这 一 话 题 。
“但鉴于目前国家已不允许
各省增补医保药品 ，广东不
能通过扩大基本医保药品
范围来满足罕见病保障诉
求。 ”肖学说。

2000 年以来 ， 国家先
后发布了 5 版医保药品目
录 ， 医保用药范围不断扩
大，水平逐步提升。 2017 年
版目录中 ，将血友病 、特发

性肺纤维化 、肌萎缩侧索硬
化症等罕见病的治疗 用 药
纳入目录范围 ，大幅降低了
药品价格 。 去年 8 月 ，国家
医保局公布了新版医 保 药
品目录中 ，进一步增加了目
录中的罕见病用药 ，如原发
性肉碱缺乏症 、早发性帕金
森等罕见病的治疗用药。

肖学表示， 国家还计划
将治疗肺动脉高压、 多发性
硬化症等罕见病的药品通过
谈判纳入报销范围。他说，希
望社会各界都共同关注罕见
病人群，并形成合力，通过社
会救助和医疗救助等多途径
来帮助这些家庭。

(薛江华)� � � �

多位省政协委员建议：

将更多罕见病药品
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羊城晚报记者 薛江华

熊水龙是民革广东省委员会
副主委， 也是广东省政协提案委
专职副主任。 今年是熊水龙第二
次提交相关的提案了。 去年他的
提案题目是《关于将庞贝病患者
用药纳入医保的建议》， 今年他的
提案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提升 ，
提出“关于尽快出台广东省罕见
病医疗保障政策的建议”。

熊水龙说， 罕见病患病人群

少，以戈谢和庞贝为例，目前广东
省分别有 20 人左右。此外，已在中
国上市的罕见病特异性治疗药物
有限，费用可控。

他建议，尽快出台广东省罕见
病医疗保障政策。 建议参照浙江、
山西等地做法，尽快出台罕见病医
疗保障政策。 对保障对象、统筹层
次、资金筹集、药品准入、待遇水
平、管理服务等作出规定。

据了解，目前山东青岛市在罕
见病药品报销中走在全国前列，
已经有 20 个高值药 ( 其 中 多 数
为 罕 见 病 药 物 ) 可以得到各种
形式的报销 。 药物报销的资金
并不来自医保， 而是来自市政府
专项资金。 青岛市财政为这一项
目出资 3 亿元，在专项基金中，包
括罕见病药物在内的特药救助占
比 70%左右。

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
心内科医生姚桦在此之前一直在
犹豫要不要提交“建议将罕见病纳
入医保报销”的提案。 看到这条朋
友圈后，她再次有了信心，在 13 日
举行的分组讨论会上，她在自己所
在的医药卫生界别组分享了她的

想法， 不少委员纷纷表示赞同，支
持她的建议。

在姚桦的专业领域里，肺动脉
高压是她接触最多的罕见病，这个
病目前的治疗药物的价格已经大
幅下降， 但病人每个月仍需花费
5000 元左右，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这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过去的
许多年里，姚桦目睹了很多罕见病
患者家庭因病返贫的状况：有个清
远的病人，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把
能卖的房子和地都卖了，后来还申
请了当地的贫困救助。 姚桦看在眼
里，却一点办法没有。

熊水龙建议，建立政府财政主导
的广东省罕见病专项救助基金。他认
为，广东可以参照浙江的做法，资金
来源采用大病保险基金划转和省级
财政适当补助的方式，按全省基本医
保人员每人每年 2 元的标准，各统筹
区每年 1 月底前根据上年参保人数
一次性从各地大病保险基金中划转，

交广东省医疗保障局管理。将年治疗
费用 50 万以上的罕见病患者纳入
广东省罕见病专项救助基金和罕见
病专项患者援助计划。

他还建议明确广东省罕见病保
障用药范围。对通过广东省罕见病专
项救助基金和罕见病专项患者援助
计划进行保障的罕见病要设定一定

的准入标准，且用药范围更新频率应
不低于每两年一次。

此外， 还应设立罕见病患者治
疗费用年度自付上限， 对符合救助
条件的患者同时实行民政和慈善救
助， 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设立政府性
救助基金，通过医保、财政以及民政
对患者自付费用进行再次补助。

12日，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当天，省政
协常委熊水龙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我2018
年做信访专员时接待了几位患庞贝病的罕
见病患者家属，清远庞贝病患者郑宇宁的
妈妈是其中一位。 至今郑宇宁已在医院
ICU住了12年， 妈妈辞掉工作照顾了
她12年。 2019年省两会时我提出了
《关于将庞贝病患者用药纳入医
保的建议》的提案，引起了省医
保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重
视， 盼有解决问题的具体
措施出台。 ”

这条朋友圈获得
很多委员的点赞和
关注。

“弘扬国
粹经典就应该

从‘娃娃’抓起！ ”范
德辉说， 近代以来，广
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

沿， 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新
的举措。作为岭南中医发源之
地的广东，通过推动中医药教
材走进中小学助力广东中医
药强省建设， 是完全有必要，

也是必须的、可行的。 范德
辉介绍， 他在今年撰写的

相关提案中给出了相

关建议。
他还表示 ， 应该在现有

中医药机构，包括医院 、医科
大学等中医从业人员中选聘
一批兼职的老师 ； 还可以对
省内中小学语文老师或和中
医药文化相关的老师进行短
期培训 ， 实现兼顾专业教师
和中医药专家优势互补 ，相
互配合 ， 满足中小学的中医
药教育工作学术专业性和教
育专业性的特殊要求。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13 日 ，在
政协分组讨论
中 ， 省政协委
员 、 广东省第

二中医院范德辉表示，广
东作为岭南医学的发源
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

医药高地，应尽快建立“中医
药终身教育体系”， 实现中医
药教育从“娃娃”抓起。

推动岭南中医药
走进中小学课堂

建议出台罕见病医保政策

有些罕见病患者家庭因病返贫

建立罕见病专项救助基金

省政协委员、省医保局局长肖学：

多种罕见病药品陆续进医保
链接

·在现场

·至关注

去年 ，
多 种 新 药
被 纳 入 医
保目录（资
料图）
新华社发

近 30 位海外侨胞纵论如何助力广东“走出去，引进来”

做好牵线活 争当引路人

“现在技术工种越来越没人
做，很多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
愿做装修等技术工作。如果职业教
育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未来我们
将面临很多问题。 ”13 日，在省政
协分组讨论会上，省政协委员张健
琦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

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华夏职
业学院董事长欧阳少林今年带来
了有关职教发展的相关提案。 他向
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广东省现有的
职教体系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需要。 他建议职教教育
向多元参与、面向市场、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促进就业转变。

欧阳少林介绍 ，2019 年国务
院颁布的 “职教 20 条 ” 明确提
出 ，在教育现代化中 “职教和普
教同等重要 ”。 欧阳少林认为 ，尽
管自 “十三五 ”以来 ，广东省职教
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现有的职教
体系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 ， 也与 “职教 20
条 ”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

广东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 更需要对各类职教
机构准确定位。欧阳少林建议，广东
应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
术型高校转型， 并加大扶植力度建
设一批能引领改革、支撑发展、具有
特色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骨干专
业，加大政府统筹管理力度，加快推
进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
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提升专业
（群）服务产业的能力。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省政协委员欧阳少林：
职教体系要适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来自墨西哥的海外侨胞杨沛
良是广东省驻墨西哥经贸代表处
首席代表， 也是墨西哥粤商会的
创会会长。 为了这场座谈会，他
准备了近 5 页纸的发言稿。

杨沛良在发言中提到，目前中
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
年墨西哥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
额约为 907 亿美元。墨西哥自中国
进口约 853 亿美元，占墨西哥进口
总额的 18%。 其中，墨西哥自中国
进口的产品 60%来自广东。

杨沛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广东制造” 已经在墨西哥打
下扎实基础。“随着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出台，广东应该努力变‘广东
制造’为‘广东智造’，提升广东产
品在墨西哥的形象， 抢占拉美创
新科技产业先机。 ”

杨沛良提出， 广东可考虑设
立墨西哥海外仓， 促进项目产业
落地墨西哥， 辐射拉美市场。 同
时， 推动墨西哥广东产业工业园
建设和开发， 通过工业园打造广
东产品产业集群效应。

与杨沛良提议把工业园建到

海外不同的是， 来自西班牙的海
外侨胞陈嘉良则提出， 广东和与
西班牙合作， 在广东本地建立西
班牙国家级的产业园。陈嘉良说：

“西班牙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才，但没有好的创业空间。 ”

在陈嘉良看来， 如果能在广
东建立一个融合了中国智能制造
与西班牙文化的产业园， 能为广
东及大湾区的人才引进开辟新的
路径。 他说：“除了西班牙本土青
年，很多侨二代、侨三代想回到祖
国创业，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

海外侨胞们除了围绕经贸
投资等议题建言献策外 ， 还从
华文教育 、中医药产业走出去 、
海外法律法规 、旅游资源开发、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等方面
提出自己的见解 。 来自尼日尔
的吴文毅表示， 中国企业近年
来在非洲发展速度很快 ， 但在
与当地企业的沟通中， 存在语
言问题。 她提出，中国企业可以
在当地为外派员工举行语言培
训班 ， 尽可能让员工掌握当地
语言 ，“这样可以减少因为翻译

的误差而带来的问题。 ”
来自坦桑尼亚的钱桂源则提

出，有关部门在外派人员前，可以
为相关人员提供当地法律法规小
册子， 让他们尽早熟悉海外的规
则，避免出现麻烦。

在座谈会的最后 ， 来自海
关 、商务厅 、侨联等有关职能部
门的代表一一回应海外侨胞提
出的问题 。 他们悉心听取海外
侨胞的意见和建议 ， 并表示现
场回应不了的， 回去后将会同
有关部门了解情况 。

减税降费 企业受益群众满意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省政协委员姚振华：
要鼓励真干事的企业家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省政协委员姚振华
宋金峪 摄

省政协委员陈汝鑫：

推动先进制造业向汕头湛江延伸布局

2019 年， 一系
列力度空前的减税
降 费 政 策 落 地 实
施， 税务部门连续
出 招 创 新 服 务 措
施， 持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 纳税人
的获得感如何？ 在
新的一年， 他们期
待税务部门如何精
准发力， 更好地支
持企业发展、 促进
民生改善？

省人大代表点赞：

13 日，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
海外侨胞专题座谈会在广州举行。 来
自墨西哥、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
印尼、 尼日尔等国家的近 30 位
列席本次会议的海外侨胞参
加了当天座谈。

他们表示，要结合自己
在海外遇到的情况，通过广
东省政协的平台建言
献策， 做好“牵线
活”，争当“引路
人”， 为广东发
展尽自己的
力量。

制图/黄国栋

制图/黄国栋

1 月 13 日，广东省政协委员、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姚振
华在发言中，风趣地说明“新能源
汽车如何烧钱”，让参加经济 12 组
分组讨论的政协委员们忍俊不禁。

姚振华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除了要稳步推动交通等基
础设施的一体化，还需解决人才安
居等问题， 大力推进“实验室经
济”，鼓励真干事的企业家，为企业
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能“苦干、实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