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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務

企業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下稱「28條」）昨日正式發

佈助力抗疫，此次減免緩退各項政策預計可共為企業減負超300億元人民

幣（下同），該政策措施有效期至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再順延3個月，外

資企業平等享受相關扶持政策。深圳近日出台了《深圳市應對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業共渡難關的若干措施》（下稱「16條」），

包括公租房、人才住房免除2個月租金，為企業直接減負超600億元。

滬深新政助企業抗疫減負
涵蓋稅負房租多範疇 兩市企業受惠將超900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郭若溪 上海、深圳報道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發改委主任
馬春雷介紹，對於防疫重點企業，上海

將在財稅方面提供支持，包括免徵符合條件企
業收入增值稅，並對重點防疫物資因成本高於
售價造成的政策性虧損進行全額補貼；對重點
醫療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生產、運輸和銷售
的重點企業包括小微企業，上海將確保企業貸
款利率低於1.6%；同時，上海還將拓寬疫情
防控相關企業直接融資渠道，鼓勵社會資本投
向相關醫療設備、疫苗藥品研發生產類企業等。

零售企業降低運營成本
今年春節「不打烊」的永輝超市便是重
點保供企業之一，永輝超市總裁李國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此次上海28條新政可謂
「及時雨」，「對於零售企業來說，疫情期
間擔負着保供穩價的責任，僅僅2月1日當
天，我們日單量已破20萬，可見民眾的需
求非常大，但零售業常見的用工短缺問題就
容易顯現出來。」李國表示，新政中對進口
防疫物資實行稅收優惠、減免企業房屋租金
和加強企業用工保障力度等條款，為零售企
業降低了運營成本，「運營成本降低，我們
便可以有更多力量轉移在用工方面，這讓我
們更有信心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中小企業期待落定細節
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多領域企業迎來不
小衝擊。對此，上海推出由所屬國有企業先
免收今年2月、3月兩個月租金的特殊政
策，鼓勵市場運營主體減免租金，並免除定
期定額個體工商戶稅收負擔等。「旅遊業可

以說受到了極大衝擊。」上海萬國國際旅行
社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項慎直言，以公司400
人的規模來計算，如果不開工，人工加上房
租等成本一個月就需要300萬元，「我們原
本指望春節賺錢，現在卻面臨現金流不足，
復工遙遙無期等尷尬境地。」而如今新政一
出，項慎表示對於如減免租金等舉措尤感高
興，但不少細節仍待落定。

深公租房人才房免租兩月
深圳「16條」提出了一攬子舉措幫助受疫

情影響的困難企業和職工個人。包括減免物業
租金，對承租公租房、人才住房的免除2個月
租金，延期繳納社會保險費、降低企業住房公
積金繳存比例、減輕工商企業用電成本、延期
繳納和減免稅款、幫助企業穩定現金流等實惠，
聚焦當前企業面臨的現實困難，減輕經營成本
上升等剛性支出的問題。

出租車月補千元日獎50
此外，為了有效滿足疫情防控時期，市

民群眾食、住、行等各項生活需求，《若干
措施》提出一系列全力保障城市安全運轉措
施。對重點菜籃子經營企業保供穩價進行臨
時性補貼，保障食品供應。巡遊出租車一線
駕駛員達標的，在現有每月每車1,000元的
基礎上，給予當日50元獎勵。
據初步測算，《若干措施》通過減免、

補貼、緩繳等各種方式為企業直接減負超
600億元，其中，財政支持超100億元，將
進一步帶動全社會形成為企業共同減負、共
渡難關的良好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
道）昨日，騰訊宣佈設立15億元（人民
幣，下同）「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綜合保障基金」（以下簡稱「戰疫基
金」）。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這是騰
訊為抗擊疫情助力，在設立首期3億元疫
情防控基金和第二期2億元戰疫開發者公
益聯盟資金池後，再次追加10億元基金。
此外，戰疫基金將專設3億元的致敬戰疫
人物基金，用於對戰疫一線作出特殊貢獻
人士的致敬和慰問。
據介紹，騰訊15億元戰疫基金分別投入

在物資支援、技術支援、人員關懷、科研

與醫療事業等領域，是着眼於抗擊當下疫
情和防患未來疫情的一攬子救援和保障計
劃。
首期3億元疫情防控基金，於1月24日

疫情剛爆發時緊急設立，主要用於採購緊
缺物資，解疫情前線燃眉之急。第二期2
億元戰疫開發者公益聯盟資金池，由騰訊
於2月3日出資設立，旨在開放自身的技
術資源與研發能力，聯合生態夥伴一同做
公益，幫助行業共同成長。
昨日公佈的3億元致敬戰疫人物基金，

用於致敬和慰問為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作出貢獻的人，包括但不限於抗

疫一線的生命守護者，如本地及外地馳援
湖北的醫護工作者等；城市守護者，如值
守一線的人民警察、環衛工人、臨時醫院
建築工人、民政工作者、記者等；一線志
願者，如奔忙在前線的各機構及社會組織
的志願者等，都在該基金的致敬和慰問之
列。
此外，騰訊還決定從15億戰疫基金中拿

出其中2億元，用於救助因感染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而導致經濟困難的患者及其家
人。另外還有5億元的戰疫後備基金，可
被用於與防疫相關的科學研究、未來醫療
健康設施完善、權威醫學科普等工作。

騰訊設立15億元「戰疫基金」

■上海推出為企業減免緩退政策措施，有效期至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再順延3個月。圖為上海永輝超市內供應充足的蔬菜和堅守崗
位的工作人員。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
制昨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國家市
場監管總局執法稽查局局長楊紅
燦表示，對於涉及疫情防控的違
法行為，考慮其特殊危害性，市
場監管總局要求從重處罰，也就
是頂格處罰，對於疫情防控相關
的違法案件要優先加快辦理。目
前，市場監管總局已經出動了執
法人員40多萬人次，檢查經營
戶10多萬個，立案查處320多
件。

禁止野生動物交易活動
新冠肺炎疫情被認為很可能源

於野生動物，此後多個部門聯合
發佈關於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公
告，加大管控力度，在疫情防控
期間，全面禁止野生動物交易活
動。楊紅燦表示，從1月21日到
2月6日，全國市場監管部門共
檢查經營場所149.8萬個次，監
測電商平台、網站49.1萬個次，
停業整頓市場及經營戶3,700餘
家，督促下架、刪除、屏蔽信息
7.7萬條。聯合林草、農業等部
門風控隔離飼養繁育場所16,000
餘個。下一步，市場監管總局將
指導各地市場監管部門嚴格落實
該通知，強化執法聯動，突出案
件查辦，嚴厲打擊任何形式的野
生動物違規交易行為。

打擊非法製售偽劣口罩
楊紅燦還表示，疫情發生以

來，市場監管總局圍繞打擊非法
製售假冒偽劣口罩等防護產品開
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開展對
口罩產品質量監督專項抽查，對
於疫情防控相關的違法案件優先
加快辦理等。他表示，該局還將
重點嚴厲打擊囤積居奇、哄抬物
價、未按規定取得許可和備案擅
自生產銷售口罩、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等6類違法行為。

涉
疫
情
防
控
違
法
案
將
優
先
辦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疫情當前，內地近來卻出現多起撕
扯醫務人員防護用具、吐口水，以及暴
力、威脅，拒不接受醫療處置等事件，
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為做好疫情期
間保障醫務人員安全及維護良好醫療秩
序的工作，國家衛健委、最高法、最高
檢、公安部聯合發佈通知，對七類涉醫
違法犯罪將依法嚴懲。通知特別提及，
將從速審理此類案件。其中，對嚴重危
害公共安全的被告人，將從嚴懲處，符
合判處重刑至死刑條件的，堅決依法判

處。

不得侮辱恐嚇誹謗醫護
根據通知，四部門將對七類涉醫違法

犯罪情形予以嚴厲打擊，包括毆打、故
意傷害、故意殺害醫務人員的；以暴
力、威脅等方法非法限制醫務人員人身
自由，或公然侮辱、恐嚇、誹謗醫務人
員的；對醫務人員實施撕扯防護用具、
吐口水等行為，可能導致醫務人員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的；以暴力、威脅等方法
拒不接受醫療衛生機構的檢疫、隔離、

治療措施，或阻礙醫療衛生機構依法處
置傳染病患者屍體的情形。

不得違規停放屍體私設靈堂
此外，還有強拿硬要或故意損毀、佔

用醫療衛生機構的財物，或在醫療衛生
機構起哄鬧事、違規停放屍體、私設靈
堂，造成秩序混亂、影響疫情防控工作
正常進行的；非法攜帶槍支、彈藥、管
製器具或者爆炸性、放射性、毒害性、
腐蝕性物品進入醫療衛生機構的，以及
其他侵犯醫務人員安全、擾亂醫療秩序

的情形。
這份通知提出，在疫情防控期間發生

上述情形構成犯罪的，檢察院方面應從
快審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訴。法院方面
則應加快審理進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
實的基礎上，正確適用法律、準確定罪
量刑。對犯罪動機卑劣、情節惡劣、手
段殘忍、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
或所犯罪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社會影
響惡劣的被告人，予以從嚴懲處，符合
判處重刑至死刑條件的，堅決依法判
處。

撕扯防護用具等7類涉醫犯罪將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疫情中，越來越多的高新科技手段
被用來防疫。近日，深圳市政府相關部
門聯合大疆農業對深圳的醫院、街道、
工業園區等進行了消毒。在作業之前，
大疆公司使用無人機，搭載喊話器進行
廣播，通知附近的行人避讓。具體執行
的無人機機型包括植保無人機T20和測
繪無人機P4R。前者用於噴灑作業，後
者用於現場環境的測繪。香港文匯報記

者了解到，目前大疆無人機在全國的消
毒面積超過4億平方米。
近日，深圳市衛生管理部門創新消毒

方式，聯合無人機編隊對一些公共區域
進行騰空消毒。防疫噴灑主要針對球
場、道路、廣場等區域。執行方為大疆
農業。疫情期間，大疆農業發佈「疆軍
戰疫」行動，設立1,000萬基金支持各
地的戰疫先鋒。此外，大疆農業還將發
佈消毒指南，助力安全防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此次消毒的
消毒液用品是84消毒液，稀釋比例為1:
29。飛行前，工作人員在電腦上建模，
無人機對場地進行掃描，形成三維模
型。T20無人機可搭載20升的作業箱，
在農田環境下噴灑效率可以達到每小時
180畝，約12萬平方米。作業時，可以
自動監測障礙物並繞行。消毒中，每架
次無人機能飛行十幾分鐘，然後下來補
充電源和消毒液。無人機飛離地面約3

米至5米。無人機殺毒的好處是，機器
自動飛行，無需人工。既可節約人工，
又可防止交叉感染。

深圳無人機編隊公共區域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日前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
會第三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
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
要堅持依法防控，並從立法、執法、司
法、守法等環節提出具體要求。昨日中
央廣電總台發表「國際銳評」文章指
出，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堅持全面依
法治國是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
的顯著優勢，也是應對重大公共衛生事
件的根本遵循。

評論認為，近些年來，中國不斷加大醫
療衛生領域的立法力度。特別是針對可能
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重大突發疫情和社會
緊急事件，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
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
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為依法實施疫情防控
及應急處理措施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符合國際社會通行做法。
評論進一步指出，此次疫情發生後，

中國依法科學地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從

將新冠肺炎疫情納入法定傳染病管理，
到內地31個省區市全部啟動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一級響應；從全力落實對疑似和
確診病例「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到
一批履職不力的政府官員被依法免職問
責……法治精神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
了充分體現。當前，全國上下齊心，推
動疫情防控逐步取得成效。
評論分析，在疫情防控過程中，也出

現了製假售假、造謠傳謠、暴力傷醫、
哄抬物價、捐贈物資監管等問題，給疫

情防控工作造成干擾。以法治精神來解
決這些問題與挑戰，既是全面依法治國
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打贏這場疫情防
控阻擊戰的基礎保障。
評論最後強調，當前，疫情防控正處於

關鍵時期，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至關重要。
中國將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法治建
設，進一步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
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堅持運用法
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疫情防控，全面提
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央廣電：以法治精神打贏疫情防控戰

■無人機對深圳街道消毒。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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