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面對一條條「暖心」政策，台

商郭怡秀既關心，又放心，因為她的公司在大陸

已經享受到不少優惠，正迎來發展的新機遇。據

新華社報道，2000年，郭怡秀來到江蘇昆山成立

了江蘇龍燈化學有限公司。如今，該公司擁有

187項專利，獲得國家級研發中心、高新技術企

業等多項殊榮。因為公司在昆山設有總部和研發

設計中心，並且是符合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在

稅收、投資方面獲得了當地較大的支持。

■■大陸自推出大陸自推出
「「3131條惠台措條惠台措
施施」」包括減利包括減利
得稅得稅、、補貼研補貼研
發 費 用 等 政發 費 用 等 政
策策，，讓台商享讓台商享
受 到 不 少 優受 到 不 少 優
惠惠，，並迎來發並迎來發
展的新機遇展的新機遇。。
圖為台企在江圖為台企在江
蘇昆山建設蘇昆山建設
分佈式餘熱分佈式餘熱
電站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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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拒重啟校長遴選 台大師生擬罷課

減稅減稅補貼研發費 昆山台商得實惠
獲獲大陸全方位關懷 高新企迎發展新機遇

「我們公司屬於高新技術企業，企業
所得稅減免了10%，在研發費用

加計扣除方面，去年共享受到優惠約有
1,000萬元（人民幣，下同）。此外，公司
符合總部企業的資格，也因此獲得100萬
元的獎勵。」郭怡秀說。

助企業拓未來新方向
郭怡秀表示，除了優惠獎勵外，大陸正

在大力落實的「31條惠台措施」也讓她看
到公司新的發展方向，「我把『31條惠台
措施』仔仔細細看了很多遍，在涉及能
源、環保、金融等方面的舉措可能是我們
公司未來拓展業務的新方向。」
台商陳裕盛和郭怡秀一樣，同樣享受到

「31條惠台措施」的好處。在昆山深耕近
20年的陳裕盛是江蘇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公司不僅被評為了江蘇省高新
技術企業，更是昆山今年第一批認定上市
掛牌企業。
「公司在企業所得稅減免、研發設備

費用補貼、技改項目設備投資補助等多
個具體領域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優惠。」
陳裕盛說，不僅企業受惠，他自己也在

今年被授予昆山市勞動模範稱號，感受
到投身大陸發展的榮譽感。

逾10萬台商在昆安居樂業
陳裕盛表示，自從「31條惠台措施」出

台以來，不僅在陸台商關注，有許多身在
台灣的朋友專門聯繫他，向他諮詢情況，
「這些措施既全面，又有針對性，我對他
們說千萬不要害怕沒保障，在這裡你會迎
接一個更大的舞台。」
郭怡秀、陳裕盛正是扎根昆山台商中的

縮影。據昆山市台辦介紹，昆山已累計批
准台企超4,800家，有10餘萬台商台胞在
此安居樂業。目前「31條惠台措施」中已
有17條措施在昆山實施。去年，昆山在企
業研發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減免所得
稅等方面減免台企稅費超72億元（約合89
億港元）。
昆山市台協會會長宗緒惠表示，「31條

惠台措施」發佈以來，受到了台商群體的
廣泛好評，讓台商們充分感受到祖國大陸
全方位的關懷，很多台商找到了新的業務
拓展方向，台協會將繼續扮演好「橋樑」
角色，幫助更多台商了解政策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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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

「31條惠台措施」），受到兩岸高度關注。「31條
惠台措施」不僅讓早前登陸的台商台胞獲益良多，也
吸引島內各行各業人士，把目光投向更具吸引力和發
展前景的大陸。香港文匯報今日起特開設「31條惠
台錄」新聞專欄，希望用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傳遞台
商台胞在大陸投資工作生活學習的點滴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教育
事務主管部門日前駁回台大校長遴選結果，
有台大師生在臉書號召師生5月4日下午罷課
21分鐘，並將發表新「五四宣言」，台大自
主行動聯盟昨天則要求台大校長遴選會不得
重啟遴選作業程序。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1月5日選出台大
教授管中閔為新校長，原預訂2月上任，卻
遭質疑擔任企業獨立董事、論文案、赴大陸
活動等爭議，台灣教育事務主管部門4月27
日正式以有經濟法律上重大利益未迴避的適

法疑慮為由，駁回遴選結果。

反對政治力量介入校園
由4,000多名台大師生校友組成的台大自

主行動聯盟昨天在台大校內傅鐘前舉行記
者會，並發表聲明指出，台大維繫的優良
傳統就是堅決反對政治力量介入校園，
但這段日子以來，政治黑手再度籠罩大
學自治。
台大自主聯盟也呼籲，台灣教育事務主管
部門必須終止3個月來蠻橫荒唐的違法脫序

舉措，立即依法發聘；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人賴清德公開道歉，並依法追究相關
失職人員；台大校長遴選會不得重啟遴選作
業程序，每個有風骨的知識分子皆應拒絕參
與2次遴選。
為力挺大學自主，有台大師生在臉書社

團發起「為台大而戰遊行活動」，號召全
校師生於5月4日下午罷課21分鐘，並將發
表新「五四宣言」，同時向台大代理校長
遞交陳情書，之後由校內的傅鐘遊行至校
門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方面昨日宣佈現行大陸人民赴「小三
通」從事馬拉松等3項體育活動，今日
起得以「小三通」旅行事由申請入
島。海基會董事長張小月表示，當前
兩岸關係緊繃，「小三通」再升級有
必要。
當日，多名台灣地區民意代表及台

灣內政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葉俊榮、
台灣地區行政管理部門大陸委員會主
委陳明通、海基會董事長張小月率相

關人員，到金門水頭碼頭視察「小三
通」相關人員。
葉俊榮在水頭碼頭宣佈，從2日起放
寬大陸人民以「小三通」旅行事由，
申請赴金馬澎參加全程馬拉松、海泳
和鐵人三項等體育活動，不必再像現
在必須以交流名義申辦手續，用旅行
事由就可。
張小月表示，在兩岸關係緊繃的現
在，「小三通」尤其有存在的必要，
可讓兩岸人民來往節省時間與金錢。

陸客赴「小三通」旅遊體育今放寬

作為慢粒白血病（慢性髓性血癌）
患者，陸勇和其病友大概還算是

幸運的，因為從2014年開始，他們已
經不必像過去那樣為藥價發愁了。如
今，陸勇還在從印度購買日常所需的
藥物，每年花費約3,000多元（人民
幣，下同）。
2002年，陸勇被查出癌症，並開始
接受治療，直到2004年，他花在一種
叫格列衛（又稱「伊馬替尼」Ima-
tinib Mesylate Capsules）的進口藥上
的錢，每月至少2萬多元，這讓原本
家境不錯的他，日子很快捉襟見肘。

曾因助病友購進口藥涉案
正是在2004年，陸勇獲悉印度有一
種廉價但有效的格列衛仿製藥，一年
的花費不過幾萬元。巨大的價差，是
他開始自救、分享購買渠道，以及後
來幫病友代購這種仿製藥的起因。
為了給印度的藥品公司匯款，陸勇
網購了3張信用卡。其中一張給印度
公司作為收款賬戶，另兩張因無法激
活被丟棄。麻煩還是來了，2013年8
月下旬，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在查辦
一網絡銀行卡販賣團夥時，將曾購買
信用卡的陸勇抓獲。
2014年7月21日，沅江市檢察院以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
罪」對陸勇提起公訴。面臨牢獄之災
的陸勇，很快成為了新聞人物，他被
媒體稱為「印度抗癌藥代購第一

人」。特別是2014年湖南沅江檢察機
關起訴陸勇後，300多名血癌病友還
聯名寫信，請求司法機關對他免予刑
事處罰。
而在陸勇被抓的2014年，他代購的
這種藥，已經降到200多元一盒。在
被關在看守所117天後，2015年1月
27日，沅江市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
兩天後，陸勇重獲自由。
今年4月起，有關進口抗癌藥物零

關稅的消息，一下子成為了抱團取暖
的抗癌群體中最熱的話題。陸勇說，
零關稅，將給抗癌群體帶來更多的希
望和機會。
「一些抗癌靶向藥的價格還會越來越

貴，因為研發成本貴。」陸勇說，我們
國家不能光靠買和談，更重要的還是要
自主研發，這樣才能不受制於人。

不少像陸勇這樣的癌症病人在難以獲得
處於專利期的進口藥時，會把目光轉向印度
的仿製藥。很多抗癌者都會有疑問：印度都
能仿製，我們仿製不出來嗎？
首先，是進口藥品是否處於專利期的問

題。如果處於專利期，除非得到授權，否則
就不能被仿製。因為印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比中國晚好幾年，有的藥是進入
WTO之前就仿製了，並且有針對仿製藥的
共性技術和研發機制平台。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援引世界知識產權

組織中的一條，即疾病影響到很多人生命
的話，是可以強制授權仿製的，印度國內

亦有這樣的政策，「有個案例，拜爾
（Bayer ）公司有一種抗直腸癌的藥每月
5,000美元，印度就跟對方談降價。談判
無果，印度就讓國內公司仿製了這種藥，
仿製完後，這種藥售價才200美元。」印
度會在200美元中提取百分之五作為專利
費給拜爾公司。
「我們目前還是缺乏評估藥物經濟學的

科學透明的工具和決策平台。」北京新陽光
基金會秘書長劉正琛介紹說，國際上這叫衛
生技術評估，只有將評估和決策結合到一
起，才能使病患受益，「目前廣東河源和青
海在作試點。」 ■《錢江晚報》

隨着相機
咔嚓聲響起，何

春來和井黨老大娘
一家，日前拍下了一張

全家福。然而，何春來並非
井黨老人的家人，只因為48年
前井黨老人的一碗熱麵片湯，何
春來始終難忘，苦苦尋找終於達
成所願。
時光倒流回48年前——1970

年，家住河北省文安縣辛莊鄉後
趙仙莊村的何春來剛6歲，家裡
兄弟姊妹多，經常吃了上頓沒下
頓。為了活命，母親就帶着孩子
們四處討飯。
當年春末的一天，何春來和母

親飢餓難忍，東走西走了好長時
間，鼓起勇氣敲響了一戶人家的
門。女主人井黨見狀，忙端出一
碗熱麵片湯和半個玉米餅子，為
母子二人充飢。
一碗熱麵片湯，讓幼小的何春來

感到無比溫暖。熬過艱難歲月，何
春來後來參軍入伍、參加工作，一
直積極向上，樂於助人。雖然時間
荏苒，工作繁忙，他卻一直難忘井
黨老人的一「麵」之恩。當年何春
來年齡小，也不知道恩人當時住在
哪個村、具體姓名，只記得當時這
戶人家門口的樣子以及女主人的大
致長相。
去年，一次機緣巧合的聚會上，

按照何春來的描述，一位朋友說這
位老人可能仍然健在，是文安縣辛
莊鄉田安祖村人，村子改造了，老
人就住在村裡改建的新居民樓裡。
當天下午，何春來就帶着禮物登門
拜訪，簡單描述當年的情景，果然
是當年的恩人。

見面時刻抱住恩人
見面時刻，53歲的何春來抱住
93歲的井黨老人，流着眼淚說：
「大娘，我是當年去您家要飯的
孩子啊！」
如今相聚回憶往事，井黨老人

則說，那時看着討飯的何春來年
紀小，面黃肌瘦，心裡不落忍，
就想讓他吃上口熱飯。只是家裡
也窮，拿不出更好的東西。
自去年相認後，何春來多了一

份牽掛，有時間就去探訪老人。
近日，何春來又來到老人家，將
自己書寫的一幅「仁者壽」書法
作品送給老人。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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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藥零關稅救命藥零關稅
抗癌漢燃希望抗癌漢燃希望
「零關稅」這三個字，無疑是被稱為內地「抗癌藥代購第

一人」的陸勇及其身邊的癌症群體成員最為關注的。江蘇無錫癌症患者

陸勇說，這將為很多癌症患者帶來新希望，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國家自主研發，

這樣才能不受制於人。據國家癌症中心發佈的《2017中國腫瘤登記年報》，中

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429萬，平均每天一萬多人被確診為癌症，他們中的很多

人面臨着艱苦的、不能中斷的漫長治療。 ■《錢江晚報》

■陸勇當年被抓時的新聞報道。
網上圖片

為何印度可以仿製抗癌藥？0�$

伴 隨 着
「像一棵

海草海草，浪花裡
舞蹈……」網絡神
曲，一百名年輕人
前日走上江蘇南京
街頭跳起網絡流行
舞玩快閃。圖為年
輕人跳完舞蹈後舉
寫有網絡流行語
的字牌大巡遊。

中新社

網 絡 流 行 舞

■ 內地治癌藥物價
格昂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