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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月26日电（记者邓瑞璇）广州市
越秀南路东园横路3号，一座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
在高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花园别
墅。96年前，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席卷广州和香港两地，它
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驻扎在这里。

1925年6月，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
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指派邓中夏、苏兆征等5人
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
委又指定冯菊坡、陈延年等6人组成党团，负责发
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

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
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
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广州沙基
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
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两地工人互动联系一
直非常密切。”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副研究员冯惠说。

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
东区委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
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参与人数达到25
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工人团结一
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
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
政府的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初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实践。其时间之长、规
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
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之上，已建立起了省
港大罢工纪念馆。它见证着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国共
产党的队伍，成为党最坚实可靠的阶级基础；见证着
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民族
解放斗争旗帜的伟大政党；见证着党的领导下，包含
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走向解放和发展的“红色足
迹”。

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占香港。
大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
士和国际友人被困，面临日寇搜
捕，处境危险。紧急关头，在中共
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

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
击队等通力合作，组织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通过海
路和陆路两条秘密交通线，何香凝、柳亚子、梁漱
溟、茅盾、邹韬奋……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
民主人士得以安全撤离。

最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
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800多人，还接
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茅盾称
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感慨“这是
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仃洋。曾见证国家
民族百年沉浮的大珠三角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写
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1980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深圳、珠海经济
特区成立，“春天的故事”在这里唱响。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杰还记
得，每天一大早骑车到30公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
骑回罗湖贩卖的场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湖
遍地都是可以做的生意。”他说。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港澳联系愈发密
切，大珠三角地区开始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和贸
易重镇。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启了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
战略。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
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
圈……新的时代胜景在这里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
范区建设，推动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充分激发

‘双区’建设的整体效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战略
效应、辐射引领效应。”2021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
告如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大珠三角的一
枚枚“红色足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
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伴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动人足音。

广州珠江两岸景观（2019年3月3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从“省港”到“湾区”

大珠三角的百年“红色足迹”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26日表示，阶段性
减免社保费是一项临时性支持政策，2020年年底已经
到期，三项社会保险费从今年1月1日起已按规定恢
复正常征收。同时，考虑到疫情风险仍然存在，部分
企业压力可能较大，规定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今年4月底到期后，将再延长1年至
2022年4月30日。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绍，2020年，企

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共为企业和个人减
负1.54万亿元，向608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 1042 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和专项奖补资金
1000亿元。社保“免减缓降”政策力度和规模空前，
对纾解企业困难、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恢复增长起
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国家先后
6次下调了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共为企业减费
近万亿元。

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延至2022年4月30日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安
蓓）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
日前修订出台《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
目录（2020年本）》。

此次修订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主要方向有哪些？记者26日专访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问：此次修订出台西部地区鼓励
类产业目录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政策之一。《西部地区鼓励
类产业目录》界定了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的产业范围，是
企业能否享受该政策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化举措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对设
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
税优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对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进行动态
调整。

2020年4月出台的《关于延续西
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
确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
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目录中规定的
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主营业务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企业。

为更好适应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国家发展改革
委牵头启动目录修订工作。目录
2020年本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问：现行目录实施以来取得哪些
成效？

答：现行目录于 2014 年公布施
行，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既有产业
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二是西部地区
新增鼓励类产业，即根据西部各省
（区、市）实际适当增加的条目，仅在
相应省份适用。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政策的适用
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含兵
团）、内蒙古、广西等西部 12 省（区、
市），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70%以
上。同时，吉林延边、湖北恩施、湖南
湘西、江西赣州比照西部地区执行。

政策实施以来，取得较为明显的
成效：一是在微观层面，有效减轻了
企业税负。据统计，2011年至2018年
间累计约有25万户（次）企业享受西
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
企业所得税约5025亿元。其中，2018
年减免1035亿元，较2011年增加640
亿元，年均增长近15%。二是在中观

层面，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优化升
级。三是在宏观层面，推动了西部地
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问：此次修订的主要变化是什
么？重点方向有哪些？

答：此次修订突出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调整、产业布局优化、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壮大，积极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目录 2020 年本保持了原有结构
框架和主要内容基本稳定。第一部
分继续援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中的鼓励类产业和《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第二部分继续按西部
地区12省（区、市）分列，在各省（区、
市）现有条目基础上适当增减和修改
有关内容，既体现国家和西部地区产
业发展导向，又照顾西部不同地区的
差异。

此次修订重点体现四个方向：
一是进一步支撑科技自立自

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发挥西部地
区在促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一些西部省份
增加高端芯片研发与生产、数控机床
研发与生产、氢能燃料电池制造等产
业条目，支持西部地区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
序发展。

二是进一步促进产业有序向西
转移。增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竞争力，引导东中部地区产业有序向
西部地区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
局。例如，在一些西部省份增加汽车
及零部件制造、智能化绿色化纺织服
装加工、家电及消费电子产品制造等
产业条目，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三是进一步鼓励西部地区更好
发挥特色优势。支持西部不同地区
高质量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产
业，发挥西部地区沿边、沿江等区位
优势，服务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例
如，在一些西部省份增加农林牧渔、
能源资源、康养旅游、边贸加工等产
业条目，使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区位
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是进一步支持西部地区补短
板、强弱项。围绕生态环境大保护，
在一些西部省份增加节能环保、循环
经济、宜居建设、资源综合利用等产
业条目。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
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在一些
西部省份增加轻工纺织、特色工艺品
等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产业条目。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安
蓓）国家发展改革委26日公布《西部
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
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减按15%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新修订的目录自2021年3月1日
起施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说，此次修订突出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
整、产业布局优化、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壮大，积极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减按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西部大开
发的重要政策之一。西部地区鼓励
类产业目录界定了西部大开发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的产业范围，是
企业能否享受该政策的重要依据。
现行目录于2014年公布施行。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政策的适用
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含兵
团）、内蒙古、广西等西部 12 省（区、
市），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70%以
上。同时，吉林延边、湖北恩施、湖南
湘西、江西赣州比照西部地区执行。

目录 2020 年本保持了原有结构
框架和主要内容基本稳定。第一部
分继续援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中的鼓励类产业和《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并明确以上目录如修
订将按新修订版本执行；第二部分继
续按西部地区12省（区、市）分列，在
各省（区、市）现有条目基础上适当增
减和修改有关内容，既体现国家和西
部地区产业发展导向，又照顾西部不
同地区的差异。

此次修订重点体现四个方向：一
是进一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二是进
一步促进产业有序向西转移，三是进
一步鼓励西部地区更好发挥特色优
势，四是进一步支持西部地区补短
板、强弱项。

我国修订西部鼓励类产业目录

就《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国内新闻
2021年1月27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