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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税收“洼地”成为明星“避税天堂”

白

话广州

百年前嘅月光

民

生视角

“家庭病床入医保”

为养老再开方便门

热

点观察

市

民论坛

地铁“求扫码”是动态“牛皮癣”

别让自己成为受骗子欢迎的人

点

击广东

相较于律师在国家法

治建设中所起到的推动作

用， 以及律师对公民法律

权利意识的启蒙和权利维

护落地的努力， 律师自身

的权利保障还有很多待改

进空间。 与公检法等国家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同，

律师作为市场服务主体，

难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能够让律师群体承受办案

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

这也使得律师职业风险性

高于其他法律相关职业风

险性。

———光明网：《维护律

师权益就是维护公民权

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此前，江西省吉安市一

辆警车涉嫌违停， 被群众

发现后手写了一份“违法

停车告知单”贴在车上；山

西省运城市盐湖交警对违

法停放的公务用车严格执

法，都张贴违法通知单，其

公正执法行为被群众点

赞。几件事都充分说明，公

车违章等特权行为， 损害

公平正义， 人民群众深恶

痛绝。

———中 国 纪 检 监 察

报：《公车更要守规矩》

对用人单位而言，漫

长的产假会对生产管理产

生一定影响， 但辞退显然

不是明智之举。 何不顺应

时代要求， 放下时刻“提

防”的戒备心，换一种坦然

积极的方式？ 作为一个成

熟、 可持续发展的用人单

位，要将眼光放长远，科学

合理安排相关岗位， 提前

做好应对预案， 做一个有

担当、有温度的组织。

对于广大女性职工而

言，生育是法定的权利，如

有相关情况也应及时告知

单位， 以备单位提前做好

产假期间的“补位”方案。

当然， 如果合法权益被侵

害，要走法律途径维权。

鼓励三胎的初衷本就

是利民惠民， 不是让各方

成为对立阵营， 更不可能

靠某一方的“退让” 来成

全。 它需要各方站在同一

条战线一起来达成。

———检察日报 ：《“三

胎”与工作，两者可兼得》

◎

木木 辑

今年以来， 全国在业

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

等市场主体共新增 65 万

余家， 以各类明星工作室

居多， 注册地集中在个别

地区。 新华社《经济参考

报》 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

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

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

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

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

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

趋之若鹜的注册地（《经济

参考报》9 月 13 日）。

近段时间以来， 随着

对演艺圈治理力度逐步加

大， 有关娱乐业存在的税

收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不少明星艺人， 专门

冲着“小地方”的税收“洼

地”，高额“税收返还”优惠

政策，进行“幽灵注册”。记

者随机拨打了一些明星工

作室联系电话发现， 有的

显示是空号， 有的无人接

听；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

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挂明

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

不仅这些明星注册的

企业成了空壳， 一些地方

对影视文化项目的招商流

程也很隐蔽， 税收优惠政

策秘不示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最高可返九成的税

收优惠，见不得光。

高额税收返还最大的

危害是破坏了市场公平规

则， 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的

本地企业， 税负远高于这

些外来企业， 这就使得本

地企业与外地企业不在同

一起跑线上。

欠发达地区， 往往没

有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

招商引资难度相对较大，

制定适当的地方性优惠政

策以增加招商引资的吸引

力，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优

惠政策应该在国家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对此，国家明

文规定， 除依据专门税收

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

定的税政管理权限外，各

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

收优惠政策； 未经国务院

批准， 各部门起草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发展规划

和区域政策都不得规定具

体税收优惠政策。 早在

2014 年 11，国务院《关于

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

的通知》就明确要求，要不

折不扣地取消“先征后返”

“先征后退”“即征即退”

“等额奖励”等税收优惠政

策。 可是，7 年过去了，一

些地方仍在玩“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把戏。

为了防止税收“洼地”

成为明星“避税天堂”，国

家层面已开始重拳出击。

中宣部近日印发《关于开

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严厉查处偷

逃税行为。此前，国税总局

也表示要严厉查处和曝光

各类恶意偷逃税行为，进

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

序。

在打击明星偷逃税行

为的同时， 更要对有关地

方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的违规招商行为进行问

责。其他地方应引以为戒，

摒弃“饥不择食” 的招商

观， 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

市场环境， 来吸引资本以

及人才和技术。

◎

吴睿鸫 公务员

今年中秋赏月， 你想去边

度呢？ 如今嘅广州，地方够大，

夜景又多， 好似小蛮腰、 海心

桥、 珠江新城、 长堤、 白鹅潭

……唔使忧揾唔到一处赏月胜

地。 但系，喺百年之前，广州主

城区远远冇宜家咁大， 嗰阵时

嘅人，又会去边度赏月呢？

其实旧时嘅人， 口味同宜

家都好一致嘅， 都中意去越秀

山。早喺唐代，越秀山就因为有

越王台故址而吸引咗唔少文人

去登高咏月；到咗清代，大家中

意从学海堂（今日二中附近）入

山，一路行到去至山亭（今日伍

廷芳墓园一带） 先至会停低等

待月轮升起———听闻， 多数人

睇啱呢个地方， 系因为当时呢

度视野开阔， 适合一班人坐落

远眺，无论系睇月光，定系倾下

计，都非常合适。

上山赏月， 通常更显清幽，

更有怀古意味。相比之下，水边就

热闹好多了。当年嘅荔枝湾，每逢

中秋夜， 两岸必会逼到爆。 紫洞

艇，挂住素馨花灯，价钱翻到平时

嘅10倍， 都未必租得到。 大街小

巷，街坊个个“竖中秋”：用一支竹

吊住花灯、鱼龙灯、花果灯，再竖

喺门口度。 离远一睇，满目繁华，

就连月光都几乎被掩盖。

一年一次，人月两圆。转眼

百年过去了。唔知今年中秋，你

又会同边个赏月团圆呢？

◎

梁倩薇 编辑

“创业不易 ， 希望

您能支持， 谢谢。” 一

节地铁车厢内， 几名女

子拿着手机请求乘客们

扫码关注， 这时， 其中

一名女子发现一位乘客

用手机拍摄她们的行为

后， 上前质问并一把打

掉了该乘客的手机……

这是近日发生在北京地

铁上的一幕， 目前该事

件仍在处理之中。 北京

市轨道交通热线回应

称， 如果后续安保人员

看到此类行为的话， 会

进行制止 （《法治日报》

9 月 14 日）。

地铁“求扫码” 不

是新生事物， 而是已存

在多年， 且几乎是各地

地铁的共性问题。

实际上， 地铁“求

扫码” 是信息骚扰的变

异， 其性质与商家发送

商业信息的性质是一样

的。 这种信息骚扰是一

种套路， 背后暗藏着产

业链， 而有些产业链或

产业链的某些环节还是

灰黑色的。 一些人打着

“创业” “求帮助” 等

旗号， 以弱者、 乞求者

的姿势请求乘客扫码，

看重的是乘客的营销受

众资源、 流量资源。 显

然， 这样的“求扫码”

属于投送商业广告信息

的准备环节或铺垫环

节。

令 人 担 忧 的 是 ，

“求扫码” 的背后可能

隐藏着流氓软件、 病毒

软件、 钓鱼软件等， 轻

则窃取乘客的隐私信

息， 重则诱导乘客进入

诈骗陷阱。

如果说屡禁不止的

垃圾信息是广告“牛皮

癣”， 那么， 地铁“求

扫码 ” 就是一种动态

“牛皮癣”， 地铁运营管

理方有必要将“求扫

码 ” 纳 入 治 理 范 围 。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

织与服务管理办法》 第

三十六条规定： 乘客不

得有“推销产品或从事

营销活动” 的行为， 不

得有“在车站和列车内

滋扰乘客的其他行为”。

多地的地方法规也对在

地铁车厢内推销产品、

派发广告等行为作出了

禁止性规定。 地铁运营

管理方完全可以依照营

销活动对“求扫码” 行

为进行管制。

◎

李英锋 公职律师

“杀猪盘”网络诈骗

屡见不鲜。 这不，又有一

例：

“漂流瓶 ‘飘’来女朋

友， 深圳市民委托女友

‘炒外汇’被骗

18

万元 ”

（南方网 9 月 14 日）。通

过网络“漂流瓶”结识女

朋友，看似浪漫，可惜童

话般的开头， 却是残酷

的结局。 透过“杀猪盘”

现象不难看出， 漏洞百

出的骗术，也有人中招，

根源还在于人的贪欲。

通过一根网线看到美丽

的头像，就以为“天上掉

下个林妹妹”，看到“稳

赚不赔”“低成本、 高回

报”， 就幻想一夜暴富。

这样的人， 自然最受骗

子欢迎。

心存侥幸想走捷径

者， 也是骗子的主要目

标。 比如，

“清远连州一

男子称有‘门路 ’可以免

考 试 代 办 摩 托 车 驾 驶

证 ，

10

人被骗

9100

元 ”

（大洋网 9 月 14 日）。 走

后门、 托关系是很多人

的劣根性， 因此才会有

人上当受骗。 申办机动

车驾驶证事关人身安

全，这也要依靠“能人”

帮忙，动机大错特错。 如

果没有过硬的技术，拿

着买来的驾照开车上

路，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

生命不负责任， 而且还

危及公共安全。 如此看

来，这 10 人被骗点钱还

是小事， 等于是额外交

了点学费。

老老实实开车， 就

不容易出事。

“广州一

公交因避让非机动车碰

撞桥墩 ， 致车上多人受

伤 ”

（大洋网 9 月 14

日）， 这事尽管交警尚

未定责， 但是公交车避

让非机动车， 应当是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开在相

同车道上。 是因为设施

不完善， 还是有人违反

交通规则， 交警部门自

公断。

做人做事都要遵从

规则， 不可逾越底线。

像

“广东某饮食店添加

罂粟壳提鲜 ， 老板被处

行业禁入 ”

（中国新闻

网 9 月 14 日） 这一事件

中的老板， 就突破了食

品安全的底线， 理当被

严惩。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9月14日，央广网记者获

悉，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探索实施活用医保政策支持

养老服务， 河南省郑州市计

划将家庭病床费用纳入医保

基金支付范围， 实行家庭病

床费用按床日付费， 并适当

提高建床费和巡诊费标准。

近年来， 将家庭诊疗费

用纳入医保的呼声一直很

高。 为此，有地方已将护士上

门服务的一些项目、 社区医

疗机构向家庭延伸的部分服

务项目等， 纳入了医保报销

范围。 但是，将整个家庭病床

所产生的费用都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尚处于探索中。 由于

涉及范围广、资金量较大，很

多人对“家庭病床入医保”持

谨慎态度。

从需求层面来看，“家庭

病床入医保”不仅应该，而且

势在必行。 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数据， 我国60岁

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 另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 截至2019

年底，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达4000余万人。 此外，由于

养老机构床位有限， 居家养

老的老人超过九成。 为行动

不便的老人开设家庭病床，

让他们在家获得基本医疗服

务，是最佳选择。 但医保不报

销家庭病床所产生的费用，

使这些老人面临要么自付费

用，要么去医院的两难选择。

当然 ，“家庭病床入医

保” 涉及的费用监督问题也

要得到正视。 家庭是一个隐

秘的环境， 家庭病床所产生

的费用难以通常针对医疗机

构的日常手段来监管， 再加

上家庭病床点多面广， 费用

监督势必面临工作量大、制

度欠缺等困难。 如果家庭病

床隐藏过度诊疗甚至骗保行

为， 那么这个好的设想将难

以为继。

化解监管难题，方能打消

顾虑。 在郑州市的这项计划当

中，“按床日付费”成为另一个

关注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按

床日付费可避免家庭病床出

现过度诊疗。 因此，不管郑州

市此举的最终效果如何，抛出

这个极具讨论价值的话题，本

身就是一大进步。

家庭病床按床日付费能

否成为防范过度诊疗的有效

手段， 取决于如何实施按床

日付费， 重中之重是把好家

庭病床的入口关和出口关。

哪位老人有资格获得医保报

销的家庭病床诊疗服务、达

到什么程度后要退出， 以及

家庭病床如何分档服务等，

都得划出清晰的线条。 推出

一个大胆计划令人钦佩，更

令人钦佩的是将计划落实到

行动。 把工作提前做实做细，

这项创举方能获得成功，从

而为各地建立家庭病床报销

机制提供宝贵经验。

◎

秋实 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