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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讓資本真正用於科創
切實感受國家扶持 減稅禮包成騰飛助推器
雷軍

加大研發力度
：
突破原創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胡若璋、李昌鴻
北京、深圳報道） 此
次政府工作報告多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早上有記
者問我，假如製造業企業增值稅稅費降低 3 個
百分點怎麼看？」全國人大代表、小米集團創
始人雷軍 5 日說，他原本覺得「不可能」，但
當自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現
場，聽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真的要降 3 個百
分點，便和身邊的企業家們一起鼓掌。
市場研究機構 Canalys 發佈的數據顯示，
2018 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前四名手機廠商
總體市場佔有率從 2017 年的 65%增長到 2018
年的77%，且這四家廠商均為中國品牌企業，
小米名列其內。

強調，要為企業減稅
降費，還特別強調企
業技術創新主體地
位，將提高研發費用
加計扣除比例政策擴
大至所有企業。「去年
我們企業享受了超千
萬元（人 民 幣 ， 下 同）
的減稅禮包，成為企

華智能手機受國際青睞

業騰飛的助推器。」
作為一名科技創新型
的民營企業家，全國
政協委員、廣州賽萊
拉幹細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陳海佳
表示，切實感受到國
家對企業的重視和扶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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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佳從事的
幹細胞領域

實施大規模的
減稅，成為此次
政府工作報告會
場內外的焦點。
2019 年，政府將
為企業降低稅費
■董明珠
香港文匯報 和社保繳費負擔
記者胡若璋 攝 近 2 萬億元。 全
國人大代表、格
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驚歎：「哇，這個力
度好大。」

從 事 VR 相 機
研發和相關市場
拓展的深圳市實
景科技有限公司
創始人之一、港
人郭文宗表示，
目前經濟處於低
■郭文宗
香港文匯報 增長狀態，降低
記者李昌鴻 攝 稅收和社保繳費
有利降低企業負
擔，大大促進各行各業發展。以科技行
業為例，任何一項研發都要消耗大量資
金，所以在國家減稅情況下，他們可以
省下不少資金用於 VR 相機升級，加強新
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以及較好地進行市
場開拓。
為製造業提供
航空貨運服務的
港企東捷運通集
團公司董事長黃
鵬表示，製造業
企業成本降低，
■黃鵬
出口將更有競爭
香港文匯報
力，物流行業也
記者李昌鴻 攝
將因此受益，獲
得更多業務。「我們公司也將從國家減
稅和減輕繳交員工社保費中獲益。」他
介紹，目前公司有近百員工，一年為員
工繳納社保費就需上百萬元，減稅降費
落實之後，公司可以降低一些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賀鵬飛 廣州、南京報道）
「如果增值稅稅率降低三個百分
點，我們一年就可以省掉六七十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稅了，
對我們中小企業來說真是幫助很
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5 日宣
佈大規模降低製造業和小微企業
稅收負擔，這讓江蘇省無錫市貴
峰不銹鋼有限公司總經理米雲峰
興奮不已。
無錫市貴峰不銹鋼有限公司是
一家從事不銹鋼加工和貿易的中
小企業，和其他很多中小企業一
樣，貴峰不銹鋼也一直期待國家
能降低稅收和社保負擔。米雲峰
說，目前稅收和社保負擔一般要
佔到企業利潤的三分之一以上，
這對於很多企業來說實在是不堪
重負。貴峰不銹鋼目前共有近 90
名員工，即便按照最低標準來繳
納社保和個人所得稅，每年也要
超過 100 萬元。米雲峰稱，不銹
鋼行業招工較難，且近幾年用工
成本不斷上升。
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此前的決
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製造
業等增值稅稅率已經從 17%降至
16%。不過米雲峰坦言，降低一
個百分點並沒有多少獲得感，
「沒有感覺到稅負減輕多少，因
為現在徵稅查得很嚴，不像以前
還比較寬鬆。」
此次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

■米雲峰

受訪者供圖

報告時再次宣佈，要實施更大規
模的減稅，並強調重點降低製造
業和小微企業稅收負擔，其中製
造業等行業現行 16%的增值稅稅
率將降至13%。

增實體經濟發展信心
得知這一消息後，米雲峰專
門請公司的主辦會計估算一下
此舉將會對公司帶來多大影
響。按照貴峰不銹鋼旗下的不
銹鋼加工廠一年開票額 1,500 萬
至 1,800 萬元計算，僅增值稅一
項，一年就可以比現在少繳 50
萬至 70 萬元。
「這點錢對於大企業來說可能
不算什麼，但是對我們工廠來說
幫助很大。」米雲峰認為，此次
降稅的效果肯定比之前更加明
顯，必將對企業經營發展帶來實
質性的幫助。特別是在當前企業
普遍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此
次降稅將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
企業釋放信號，增強實體經濟發
展的信心。

傢具商：降幅超預期 助增研發投入
廣東順德傢具品牌聯
盟主席、華倫蒂詩家居
（中國）有限公司董事
長周振揚第一時間看到
降稅相關消息，倍感振奮。他特別關注
增值稅的降低，指降幅超出業界預期，
對企業來說，降稅將間接令企業加大研
發投入，對夯實製造業基礎有積極影
響。

&

增值稅或減負 20%以上
周振揚在順德從事傢具生產和出口多
年，他通過對比發現，與中等發達國家相
比，我國製造業稅負長期處於較高水平。

去年以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給企業
降稅減負的措施，行業享受到降稅紅
利。「去年，製造業增值稅由 17%降為
16%，企業有感受到，但並不是特別明
顯。而此次再從16%降到13%，力度超過
業內預期，降稅幅度和額度差不多是去
年的 3 倍。」周振揚說，此次將給企業
在增值稅方面減負20%以上。
他認為，在降低企業負擔過程中，政
府的政策調控十分重要。製造業是實體
經濟的根基，大幅降稅，為企業發展騰
挪了大量空間，並整體夯實製造業基
礎。
他以家居行業為例稱，傢具是市場剛

需，傢具產業是「常青產業」。目前，
中國家居行業市場規模在 5 萬億元人民
幣以上。在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當
下，降稅後，傢具企業在研發、環保方
面的投入，空間更大。「比如研發，企
業有更多的錢投入研發，利好企業產品
創新、人才引進，從而推動行業整體向
好發展。」
周振揚預計，今後，國家或將推出更多
降稅措施。「2018 年是第一波大規模減
稅，此次是第二波，我預料今後減稅步伐
並不會停止。國家一系列降稅降費政策，
將給製造業從業者帶來很大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周振揚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3月4日，全國政
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
科學界聯組會現場氣氛熱烈而活躍。
習近平總書記與委員們緊緊握手、親
切交談。總書記強調指出：新時代呼
喚着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
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無比廣
闊的空間，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
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
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
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近平
總書記的講話情真意切、鼓舞人心，
贏得在場政協委員的熱烈掌聲，引發
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強烈共鳴。

與時代同步伐 以人民為中心

董明珠：創新靠內生動力

港商：有利降低企業負擔

中小企樂見降稅：
「一年少交六七十萬」

快評
央視

是國家戰略性新
興產業。近年
來，陳海佳一直
致力於集中粵港
■陳海佳
香港文匯報 及海外高校、科
記者胡若璋 攝 研院所、醫院等
資源，通過產學
研深度融合推進幹細胞產業發展。
「專利可抵押貸款，科技貸款可走綠色
通 道，且 貸 款 期 限 可 達 8 年。」陳 海 佳 透
露，去年通過科研投入加計扣除和專利
補助減稅達一千多萬元，大大減輕了負
擔。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融資渠道都是
在政府的指導、協調下建立的，真正讓
資本用於科技創新，為研發提供資金支
持。
「民營企業的環境越來越好了，我們
企業家的幹勁越來越足。」此前，陳海
佳帶頭承擔了內地最大的省級區域製備
中心建設項目，也於去年中發起成立粵
港澳大灣區幹細胞與精準醫療戰略合作
聯盟，三地聯手推動幹細胞產業轉化。
談及接下來的計劃，陳海佳表示，將心
無旁騖地創新創造，推動內地幹細胞產
業發展，為健康中國貢獻力量。

「2018 年，格力電器已經獲得了很大
的稅費減免，是稅費減免的受益者。」
同時，董明珠也表示，企業要創新且強
有力發展，除了稅費的調節以外還得要
靠內生動力。
董明珠補充說，企業需要有自己的核心
技術，且能夠提高並改變民眾生活品質，
才能更有自信享有稅費減免的福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創立品牌的時候，就希望能改進國貨的品
質和形象。」雷軍表示，這些年來，中國產品
的質量、外觀和用戶體驗，均有長足進展。如
今，中國智能手機廠商與國際廠商的差距在縮
小，尤其是中國智能手機在影像（拍照）、續
航（快充）以及 ID 設計（工業設計）這三個
方面上不斷創新，贏得了國際市場的青睞。市
場研究機構 Canalys 發佈的數據還顯示，2018
年歐洲智能手機出貨量的 32%來自中國製造
商。
減稅降費省出來的錢，怎麼花？「要把更多
資源用來進一步加大研發力度，進一步把產品
做好」，雷軍在被記者們「圍堵」中多次表
示，「要在原創技術和基礎學科上進一步突
破。」
過去一年，中國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他稱，
在北京，小米和其他許多企業均享受到了企業
專屬「服務包」。「服務包」是包括北京市在
內的中國多地政府優化營商環境的創新做法，
既根據企業定位提供普惠的政策集成，解決信
息不對稱問題，又針對企業設立和發展中遇到
的瓶頸、困難等，依法依規量身定制解決方
案。

要虛心向人民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有價
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
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
有利於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
題。」文章指出，社會現實是文藝創
作的不竭富礦、中國實際是社科研究
的源頭活水。文藝創作要扎根本土、
深植時代，警惕脫離大眾、脫離現
實，走出只為一己之悲歡、只盯杯水
之風波的狹隘和封閉，擁抱火熱的時
代生活。社科研究要面向問題、重視
調研，過濾沒有現實意義的「偽學
術」、扯開「空對空」、重形式的
「兩張皮」，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偉大實踐，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
言獻策。
文章進一步指出，文藝工作者和社
科研究者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
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
傾注在自己的筆端，回答好「為了
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要走
進社會深處，做人民的「孺子牛」，
吃群眾的「百家飯」，虛心向人民學
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
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要着
眼人民群眾的現實需要解疑釋惑、闡
明道理，把文章寫在人民群眾的口碑
裡，把學問做進老百姓的心坎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