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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稅惠政策延至年底「留得青山贏得未來」

今年為企業減負新增2.5萬億
人大代表馬利民：
為蘭州拉麵復工着急上火
蘭州牛肉麵香飄四
海，有「中華第一
麵」的美譽。因為疫情的原因，在今年大年初一
起的將近一個月裡，這碗麵暫時告別了蘭州人。
這期間，馬利民心急如焚，費盡周折找方方面面
的渠道推動麵館復工。這碗麵不僅僅是蘭州人的
一個念想，更牽扯到數萬人的飯碗。
馬利民是全國人大代表，也是蘭州一家著名餐
飲企業的總經理、蘭州牛肉拉麵行業協會會長。
他在甘肅代表團駐地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從春節
到現在，自己天天在為這碗麵着急上火。
「蘭州 1,200 多家牛肉麵館從 2 月 18 日起陸續復
工，2月底絕大多數恢復營業。看起來停業時間不
長，但最大問題是營業額難以恢復到之前水
平。」馬利民說。
馬利民經歷過非典疫情。那次疫情之後，他的
企業迎來報復性反彈。但這次他感覺，疫情改變
了人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也多多少少降低
了消費能力。
馬利民說，要從長遠打算，想盡辦法兜住底，
保住這幾萬從業者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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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為穩企業保就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疫
情初期出台的多項階段性稅費優惠政策，從原來的 6 月前到期延長至今年底；加上繼續執
行降低增值稅稅率和養老保險費率等政策，預計今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 2.5 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
年減稅降費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2019
2.36 萬億元，超過原定的近 2 萬億元規模，其中

製造業和小微企業受益最多。今年「要堅決把減稅降
費政策落到企業，留得青山，贏得未來。」

新增減稅降費 5000 億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繼續執行下調增值稅稅率
和企業養老保險費率等制度，新增減稅降費約 5,000 億
元。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減稅降費政策，包括免徵
中小微企業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單位繳費，減免小
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免徵公共交通運輸、餐飲住宿、
旅遊娛樂、文化體育等服務增值稅，減免民航發展基
金、港口建設費，執行期限全部延長到今年年底。小
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繳納一律延緩到明年。
另外，政府承諾多項措施推動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
本，包括降低工商業電價 5%政策延長到今年年底，寬
帶和專線平均資費降低 15%，減免國有房產租金，鼓
勵各類業主減免或緩收房租，並予政策支持。

還本付息延至明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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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政策方面，李克強在報告中表示，中小微企
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再延長至明年 3月底，對普惠
型小微企業貸款應延盡延，對其他困難企業貸款協商

延期。同時，鼓勵銀行大幅增加小微企業信用貸、首
貸、無還本續貸；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資擔保覆蓋面並
明顯降低費率。
「為保市場主體，一定要讓中小微企業貸款可獲得
性明顯提高，一定要讓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李
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普惠金融新目標，今年大型
商業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速要高於 40%，並鼓
勵銀行合理讓利。
在穩就業方面，李克強表示，包括零工在內的靈活就
業人員數以億計，今年對低收入人員實行社保費自願緩
繳政策，涉及就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部取消。資助以
訓穩崗，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3,500萬人次以上，高職
院校擴招200萬人，要使更多勞動者長技能、好就業。

特別國債收入用於地方基建及抗疫
對於地方財政，財政部部長劉昆在首場「部長通
道」採訪中表示，今年地方財政減收增支的規模在
8,000 億到 9,000 億元，一些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
資、保運轉面臨較大的壓力。加強對地方財力的保
障，是今年預算安排的重點。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今年增加赤字率所增加的財政資金全部
安排給地方，中央財政發行抗疫特別國債的收入，也
全部用於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抗疫相關支出，這是對
地方財力和地方財政運行的強大支撐。在今年的一般
預算安排上，中央財政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增加了
12.8%，這在近年來是最高的。中央財政還專門設立了
特殊轉移支付，用於支持地方基層運轉，保障基本民
生，落實「六保」任務。中央財政對均衡性轉移支
付、縣級基本財力獎補資金增長安排了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昨日上
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會上，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晨作關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他表示，民法典是
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中國法典編
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被稱為
「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王晨表示，民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事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
律，它規範各類民事主體的各種人身關係和財產關
係，涉及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稱為「社
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編纂民法典，就是全面總結
中國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實踐經驗，對現行民事單
行法律進行系統編訂纂修，將相關民事法律規範

編纂成一部綜合性法典，對以法治方式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地發揮法治固
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
義。
「編纂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國
幾代人的夙願。」王晨介紹說，黨和國家曾於 1954
年、1962 年、1979 年和 2001 年先後四次啟動民法制
定工作。本次編纂民法典啟動後，十二屆、十三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都高度重視這一立法工作，將編纂民法
典納入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確定為立法工
作重點項目，積極持續推進。
王晨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共
7 編、1,260 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
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新冠疫
情發生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結合民法典編纂工作，對

兩會壓縮開 委員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郭若溪 連線報道）特
殊時期的「非常」兩會，會期大幅壓縮、議程格外緊
張，代表委員們也收穫了一次異常忙碌的履職體驗。
在閱讀吃透會議相關材料、修改提案建議等履職盡責
的同時，由於疫情下兩會大幅減少了參會記者的數
量，且面對面的採訪也被電話、視頻採訪等新形式取
代，代表委員們還要利用休息時間配合記者約訪。

晚飯後應記者邀約參加線上採訪活動、回到房間後着
手寫大會學習體會和總結……這樣的忙碌要一直持續
到午夜時分，這也是大多數代表委員在兩會期間的作
息時間表。
代表委員參會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此前調
研形成的建議提案帶到大會討論，忙碌中仍要做到一
絲不苟。

首日工作逾 12 小時

兼顧復工備受考驗

從早上 5 時起床到晚上 11 時 40 分，超過 12 小時的
參會行程讓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常務委員會委員朱永
新在兩會首日便異常忙碌。在他的日程表中，全天十
餘項行程近乎無縫銜接，從起床後的發微博、晨誦的
每日晨課，到參加大會、小組討論的日程安排，再到

全國政協委員、奧克控股集團董事長朱建民在19日
抵達北京後就開始了緊張的會前準備，「我的提案一
個是關於生物安全，一個是關於穩定和提升我國產業
鏈和供應鏈的建議，都是熱點話題。」案頭的兩份提
案已經數易其稿，同時他還希望在討論中關注民營企

與疫情相關的民事法律制度進行梳理研究，對草案作
了有針對性的修改完善。
王晨表示，結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對
監護制度作了進一步完善，規定因發生突發事件等緊
急情況，監護人暫時無法履行監護職責，被監護人的
生活處於無人照料狀態的，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應當為被監護人安排
必要的臨時生活照料措施。

完善國家訂貨合同制度
在草案合同編通則中，結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完善國家訂貨合同制度，規定國家根據搶險救
災、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達國家訂貨任務、指令
性計劃的，有關民事主體之間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
政法規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訂立合同。

業在疫情下的生存現狀。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春秋航空董
事長王煜當日5時起床後又對兩份提案進行字句修改和
最後的打磨。
而對於來自企業的委員，疫情下自家生產的復工情
況也是他們絲毫不能鬆懈的關注焦點。「我們企業是
4 月才復工的，這根弦繃得很緊，每天在參會之餘，
我還要了解復工的新進展。」一位來自製造業的企業
家委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嚴謹履職的同時，如
何安排好自己的工作與其他會議相關事務，也是這次
特殊兩會的新考驗。
其實，兩會期間的短暫忙碌只是代表委員全年履職
工作的一個縮影。特別是在這次疫情期間，代表委員
深入抗疫一線實地調研，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和意
見。朱建民此前已多次圍繞着統籌推動疫情防控和民
營經濟發展等內容建言獻策，「履職沒有捷徑，責任
就是秘訣。」

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所得
稅繳納一律延緩到明年；支持餐飲、商場、文化、
旅遊、家政等生活服務業恢復發展，推動線上線下
融合。馬利民說，當自己看到這幾句話時，想流淚。
「小麵館的難，政府都惦記着，想足了辦法幫忙
解決，但要過這個坎，絕不能光靠政府幫扶，我們
自己更得想辦法。」馬利民說，從當前形勢看，餐
飲業的供給和需求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客流量、營
業額要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不是那麼容易，要積
極轉型，想方設法活下來，留得青山，贏得未來。
趁着開會的空閒時間，馬利民開始琢磨網絡直
播，打算試着從這個「新鮮玩意兒」裡，給蘭州
的牛肉麵行業琢磨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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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蘭州牛肉拉麵行業協會會長馬
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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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關注政府工作報告：未來將受益

民法典草案提請人大審議

看到「支持餐飲等恢復發展」想流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2020 上海信息消費節「台商精品專場」昨
日啟動。現場的台商們對於正在北京召開
的全國兩會非常關注，恰逢李克強總理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談到要完善促進兩岸
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台灣
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台商們
表示：「期待再期待」，政府工作報告裡
還提到了減稅降費，特別是進一步下調增
值稅稅率，在台商們看來未來也將從中受
益。
據了解，當日開幕的活動是上海助力台
商復工復產的配套措施之一，旨在為台商
積極融入大陸的新型消費模式，從而盡早
走出疫情帶來的困境再創輝煌。上海市台
協會長張簡珍表示，自 2018 年至今，大陸
已經先後推出了惠台的「31 條」、「26
條」直到上周最及時的「11 條」。她認
為，這些政策都對台商起到了幫助和鼓勵
的效果。她還特別提到「11 條」裡的金融
優惠措施，並期待可以借此協助更多優秀
台企在大陸 A 股上市，拓寬融資渠道。同
時，政府工作報告裡還提到了減稅降費，
特別是進一步下調增值稅稅率，在台商們
看來未來也將從中受益。張簡珍說，台商
有很多從事製造業、出口貿易，如果增值
稅下調將是很大幫助，當然也希望政策能
夠更好落實落地。
張簡珍特別指出，台商是兩岸經貿交流
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對於台灣經濟也有貢
獻。台灣當局也應該切實考慮他們的利
益，而不是只用恐嚇、警告來阻礙他們登
陸。然而，今次「520」的講話仍然拒不
承認「九二共識」，阻礙兩岸交流。這都
是非常殘忍的。廣大台商更應該團結起
來，把握好大陸的優勢政策，把自己的產
品做得更好，並繼續為推動兩岸經貿文化
交流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