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湾区落实税惠政策助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厚植创新沃土 税惠﹃施肥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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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金湾区税务局紧扣“产业第一”总抓手，贯彻做优做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的工作要求，通过税收优惠与精准化政策辅导支持企业发展，为金湾区厚植创新沃土
贡献税务力量。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优势的中小企业，是
中小企业发展的“排头兵”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其蓬勃发展，对于金湾
区加快构建“5＋2＋N”现代产业体系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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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金湾人”基层工作者代表梁坚爽：

海澄村民的
“全能客服”

□本报记者 蒋毅槿 见习记者 金璐
梁坚爽
（左二）在核酸
检测工作现场
协助市民扫码
进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记者 蒋毅槿 见习记者 金璐

汤臣倍健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税惠支持专业化 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在汤臣倍健的透明工厂内，全自动
生产线夜以继日地运转，这些自动化流
水生产线不仅缩短了生产周期，降低了
单位产品能耗，还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全
过程的产品生产透明化，零距离见证产
品的安全生产。
“透明工厂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特
色，我们正在建设规模更大的四号厂
房，打造更加智能化的透明工厂，这是

一项庞大的工程。”汤臣倍健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吴卓艺介绍道，今年
第一季度在税务部门的辅导下，我们
享受到了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
业减征企业所得税超 8520 万元，给透
明工厂的智能化升级带来了更多的底
气！”
据了解，作为金湾区“专精特新”代
表企业之一的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

司，近年来不断投入更多智能化设备，
努力从“制造”跨越到“智造”，是金湾区
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
今 年 以 来 ，为 全 力 支 持“ 专 精 特
新”产业的发展，金湾区税务部门结合
“专精特新”企业的实际需要，组建金
湾区税务局青年突击队，集结各税种
业务骨干，全面落实落细新的组合式
税费优惠政策，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政策辅导精准化 促企业资金“活水”
长流
近年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标准提
升、提前享受等税务政策相继出台，更
多的税费政策优惠直指科技创新的资
金需求，持续释放税惠红利。
“ 何时享、
怎么享、享多少”，是企业最关心的事
情，而把税费优惠政策宣传好、落实好，
让纳税人缴费人应知尽知、应享尽享更
是税务部门的头等大事。
为服务好“专精特新”企业，金湾区
税务部门一方面深入了解企业发展需
求，梳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为企
业量身订制政策“大礼包”。另一方面
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为企业开辟
新政策速递的“快车道”，提供税费事项
办理、政策咨询、政策解读“一站式”服
务，点对点地实施政策精准“滴灌”，助
力企业资金
“活水”
长流。
“医药业创新投入高，很多企业都
面临着研发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国
家的税费优惠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支
持。2020 年，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一

项，我们就享受了 376 万元的减税优
惠，同比增长六倍多。”珠海优润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勇说。
金湾区税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把支持
“专精特新”
企业和
第 31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税收优惠促发
展 惠企利民向未来”
活动结合起来，
让更
多纳税人缴费人学懂弄通、用足用好政
策，
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培育壮大
“专
精特新”
企业群体，
引领广大中小企业创
新转型，
进一步提升珠海产业竞争力。

4 月 19 日，海澄村的天微微亮时，
村党委委员梁坚爽一起床便打开手机，
查看当日的疫情大数据排查表。三灶镇
海澄村是离珠海机场最近的村居，有超
过 140 家酒店与民宿，人口大量流动的
压力让梁坚爽养成了凡事优先考虑疫情
防控的习惯。而他，则成了海澄村民们
的
“全能客服”
。
“说我是客服，
一开始只是因为我经
常在民宿群里解答居民疑问。”梁坚爽
说。为了做好村里住宿业的疫情防控工
作，
他建立了一个海澄村民宿群，
村内的
民宿、公寓、酒店经营者可以都随时联系
他。每天到了晚上 8、9 点钟，还会有民
宿工作人员在群里询问防疫相关问题。
记者在梁坚爽的手机里看到，大家问得
最多的问题，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旅客
是否可以入住。每次，梁坚爽都能帮助
民宿工作人员对应低、中、高风险地区，
找到相应的隔离或核酸检测政策。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期间，海澄村共开展了 5 次全员核酸检
测。从人员分配、防疫宣传、场地布置到
信息核实，
都有梁坚爽的身影，
尽管任务
繁重，
但他在坚守岗位之外，
还承担起了

大部分突发情况的处理工作。
一天凌晨 2 时，
一位外籍旅客来海澄
村一家民宿办理入住，
而该民宿由于暂不
符合接待外宾的条件，
只能拒绝其入住，
这位外籍旅客无法理解，
在现场吵闹。在
接到民宿工作人员的电话后，
梁坚爽不到
10 分钟就出现在了现场。虽然存在语言
障碍，
但他努力用简单的单词和肢体语言
耐心地与这位外籍旅客沟通，
终于取得其
理解。由于每一次类似事件都是他来解
决，
海澄村许多民宿干脆把他的手机号码
打印出来粘贴在前台。
“他在我们心目中是全能的，
不仅是
抗击疫情的排头兵，还是化解矛盾的调
解员，居民大事小事都第一个想到他。”
梁坚爽的同事说。有一次，一位村民因
建房损坏了邻居的围墙，在争执中双方
各不相让，
态度强硬。得知此事后，
梁坚
爽上门调解，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成
功，但他没有放弃。最后，经过梁坚爽
10 多次的调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谈妥了赔偿事宜，
矛盾解决后邻里关
系得到了改善。据介绍，在村委会工作
的这些年 ，他调解村内大小矛盾纠纷
100 多宗，用心用情促进乡亲邻里和谐，
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认可。
“基层工作很琐碎，
需要解决各种各
样的问题，
但同时这个角色又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是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
梁坚爽说，
“服务自己的家乡给我带来了
很大的自豪感，
我希望我这个
‘客服’
能一
直让村民们满意。
”

金湾区产业人才购房补贴续领申报启动
申报时间为 4 月 15 至 25 日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 月 19
日，记者从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2022 年度金湾区产业人才购房
补贴续领申报工作已于近日启动。申报
采用网络系统申报，申请人和用人单位
须在 2022 年 4 月 15 至 4 月 25 日期间
（逾期将关闭相关功能，视为自动放弃）
登录金湾区财政资金扶持政策管理平台
进行业务申请和业务受理。补贴标准为

30 万元，
分 5 年等额发放，
须逐年申请。
据了解，本次申报仅面向已成功申
领第一笔金湾区产业人才购房补贴且仍
在补贴发放期的产业人才，
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
持有金湾区产业人才卡且产业人才
卡在有效期内；
金湾区产业人才卡累计积
分达到 30 分；
购房时间（以房产证时间为
准）在首次取得产业人才卡时间之后；
在
金湾区行政辖区范围内首次购房。

寓教于乐竞赛答题赢礼品
金湾区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进高校活动

三灶镇鱼林村：

守土有责守初心 战“疫”攻坚担使命
工作人员
向学生发放普
法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记者 蒋毅槿
“面对疫情，我选择迎难而上，冲
锋在前，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兑现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
”
金湾
区三灶镇鱼林村党委委员许文娟说。
近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作为社
区一线工作人员，许文娟夫妻二人为
了防疫工作，
舍小家顾大家，把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许文娟更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起
“三人小组”工作，把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中危险系数高、难度大的紧急入户
排查任务留给自己。每次遇到需要紧
急转移或者马上采取措施的对象，她
精心安排，在最短时间做好布控，
在完
成任务的同时做到村委防控工作的
“快、妥、稳”。
今年以来，许文娟带领鱼林村委
会卫计部门不分昼夜完成外来返珠人
员自主报备 4300 余人次，完成大数据
排查 4100 余人次，主动服务居家隔离
群众 310 人次，实时了解其身体状况
和所急所需。春节假期期间，许文娟
坚守岗位，为居家隔离群众张贴新春
对联，让群众感受到浓浓暖意。
为有效防控疫情，今年以来，金湾
区多次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每次接到全员核酸检测的
通知，许文娟总是连夜制定鱼林村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方案、人员分工表、按
照要求布置好核酸检测点，确保全员
核酸检测顺利进行。从防护用品到后

许 文 娟（左
一）在防疫工作
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勤保障，值班值守需要的每一样东西，
她都准备得十分周到。每日消毒、防
护、测温，
她关心每一位值班人员的状
态，守护每一位值班人员的健康和安
全，事无巨细，认认真真安排好每一个
细节。
在许文娟“两点一线”的生活里，
一头是工作，
一头是家庭。在工作上，
许文娟得到了同事和居民的肯定。在
家庭中，许文娟却直言自己
“不合格”
，
深感愧疚。谈到自己 5 岁的儿子，许
文娟告诉记者，儿子常把
“妈妈什么时

候下班？”挂在嘴边，但自己却常常在
儿子入睡后才到家，儿子起床前便出
了门。而当父亲突发疾病住进了重症
监护室，她却因为紧急密接转运工作
而不能及时到医院照看父亲。
许文娟是三灶镇鱼林村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个缩影。记者采访获
悉，鱼林村党员干部在社区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排
头兵”
“主心骨”
作用，
将防控工作落实
到实处，
切实守护群众安全。
“此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们

也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相对
应的便民服务。”鱼林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吴洁娣告诉记者。
吴洁娣举例，村里长者及部分居
民在核酸检测登记过程中因无智能手
机或不能熟练操作智能手机等而耗费
过多的排队时间。为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本月 15 日起，鱼林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提供免费打印“粤核酸 4”二维码
的服务。
长者们表示，
“ 卡片虽小，但却为
我们解决了实际难题”
。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 月 14
日上午，
由金湾区三灶镇主办，
金湾区委
办（区府办、
开发区党政办）、金湾区委政
法委、金湾区司法局等部门联合开展的
“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宣传
活动深入辖区高校，对反邪教、扫黑除
恶、弘扬法治精神、守护国家秘密等国家
安全工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
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
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
等方式营造了浓厚的法律宣传氛围，
来自
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展位前热情地向学
生们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同时讲解国家安
全法、
防邪、
反诈、
禁毒等相关法律知识。
为增强同学们学法的兴趣，现场还

以
“一站到底”
为主题设计了精彩的闯关
游戏。游戏采用二人竞赛制，只要顺利
通过“沙包答题”
“扫黑除恶拼拼乐”
“反
邪弹瓶盖”等关卡，集齐 3 个通关印章就
能在抽奖区抽取电动牙刷、体脂秤、纸
巾、修甲套装等精美礼品。
同学们被激烈的比赛吸引，每个闯
关摊位前都排起长长的队伍，为了顺利
通关，不少同学在排队时认真地翻看普
法资料，
补充相关知识。
活动主办方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开展，增强了
高校青年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共同守护国
家安全。

外地男童来珠险些流落街头
金湾警方紧急出警安全找回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黄锐、
向檀枭报道：
近日，
一名身在东莞的男子
周先生在 110 报警电话中称，其 12 岁的
儿子小周在未告知家人的情况下，独自
乘坐网约车从东莞到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找同学。周先生非常担心，只能报警
求助。
市公安局金湾分局红旗派出所值班
民警陈德宁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出警，根
据热心群众提供的线索，陈德宁立即沿

街查访，成功在红旗镇广安路找到了小
周，
并将其带回派出所。
经了解，小周来珠后，手机丢了，身
无分文，
已经一天未进食。见此，
副所长
杨金荣立即安排食堂工作人员做了一份
宵夜给男孩，并告知周先生其孩子已找
到。周先生对认真负责的民警表示衷心
感谢，连声说“珠海警察真好！”当晚 23
时许，
民警登记完相关信息后，
小周在其
父亲安排下被其珠海的表哥领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