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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提电脑， 全国政协委员蒋

颖在机场修改起了酝酿中的数十件提

案。 对于许多人来说，11 日是农历己

亥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但对于蒋颖

而言，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商务行

程依旧将她的时间统统填满。

“空中飞人”式的生活虽然辛苦，却

也给了蒋颖不一样的眼界和感悟，对

此，她乐在其中。每次出国洽谈，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蒋颖都不禁会思考中国在

营商环境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与问题。

过去一年，她走访多家企业，对于市场

以及企业需求，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蒋颖的问题清单很多，税务法院、

长三角一体化、 外商投资……但她目

前正在做“减法”，在庞杂的各类问题

中梳理和挑选出最值得提交以及更适

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提案。

案件少并不代表需求
少，呼吁设立税务法院

蒋颖所在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以

税务服务见长，她正在酝酿的一个提案

依旧离不开 “工作半径”———设立税务

法院。此前，上海金融法院、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等专业性法院相继成立，这让蒋

颖看到了税务法院成立的可能性。

经常出差的蒋颖对国外的税务法

律体系十分熟悉。 比如，“美国设有专

门的税务法院，当面临税务争议时，纳

税人可以直接向专门的税务法院提起

诉讼。 ”蒋颖告诉记者，税务法院可以

帮助解决纳税人和美国联邦税务局之

间的税务争议。

遗憾的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立

专门的税务法院，人们只能通过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税务争议。蒋颖梳

理2002年以来我国一审税务行政诉讼

案件的数量后发现，与一些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的一审税务行政诉讼案件数量

非常少，每年仅有几百件。

案件数量少是否意味着税务法院

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其实不然，蒋颖经

过调研发现， 企业对于税务诉讼的需

求并不小， 但受限于目前比较严苛的

诉讼前置条件， 有诉讼需求的纳税人

未必能够成功提起诉讼。

完善税务诉讼体系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

在蒋颖看来， 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情。它可以更好地解决征纳双方的税务争议，提升税务行政诉

讼效率、改善税务执法环境，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目前，我国税法对许多问题仅提供了概括性的处理原则，

对于细节规定依然不够明确。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基层税务机

关拥有自由裁量权， 导致基层税务机关对于税法的主观理解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务事项的处理结果。蒋颖发现，类似情况

在不同税务机关遭遇不同处理方式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专门的税务法院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情况的

发生。她进一步建议，成立税务法院后还可以通过公开相关判

例，形成对我国税法解读和实施的一致性和确定性，从而减少

税企争议。同时，公开判例也会让基层税务机关在审理案件时

更加严谨、审慎，更大限度地保障诉讼人的合法权益。

虽然设立税务法院的呼声很高， 但蒋颖所带领的团队也

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些短板，诸如缺人、缺顶层制度等。

对此，她建议，可以考虑先在北京、上海等专业人才较为

集中的城市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探索推广至全国。考

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对于一些小型的税务案件，例如争议税款

金额低于 10 万元的案件，可以采用简易司法程序，加快审理

结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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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年涉外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
最美医者的“生命种子”已空运到美国救人

本报讯 （通讯员周琪 首席记者唐闻
佳）日前，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造血干细

胞采集室里， 上海市公惠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熊茜成为 2019 年上海市涉外第一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上海市第 423 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她为大洋彼岸的一名素不相

识、50 多岁的美国籍白血病患者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 这是上海自开展造血干细胞捐

献工作以来，涉外捐献的第 19 例（其中向

美国患者捐献为第 5 例）。

2017 年12 月， 熊茜加入了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 2018 年 10 月 19 日，熊茜

接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通知，被告知她

留下的白细胞抗原恰好与一名外籍白血病

患者初次配型成功，需进一步进行接受相关

检测，这位干练内向的女博士毫不犹豫就答

应了。

据介绍，目前，白血病主要依靠骨髓移植

治疗，有效治愈率达 75%-80%。 配型成功与

否，取决于 HLA，即免疫系统区分本体和异

体物质的基础。因 HLA 分型有常见、少见、罕

见的区别，即使常见的 HLA 分型相合的几率

也在万分之一。 如果 HLA 相合程度越低，越

容易造成排异反应。不同国籍、不同种族间配

型几率很低。

去年 10 月 24 日， 熊茜按照造血干细胞

捐献流程的规定进行了二次配型和高分辨检

测。去年 12 月初，传来好消息，她的骨髓与该

外籍人士的“高分辨”配型完全吻合。很快，她

就签署了捐献同意书。

按照市红十字会的安排，熊茜在 2019 年

1 月初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她认真调节自

己的身体状态，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在这

个节骨眼上，大洋彼岸这位外籍人士因发热、

感染推迟了采集， 而此时也超过了规定的有

效期，熊茜不得不又要重新去抽血、体检。 但

熊茜完全理解， 因为捐献造血干细胞需要患

者身体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实施， 才能保证受

捐者的安全。

1 月 7 日上午 9 时， 熊茜再次来到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捐献前的体检， 又采集

了 12 个试管的血样，默默完成了捐献造血干

细胞前的第三次准备工作。

1 月 21 日下午，带着熊茜体温的 414 毫

升造血干细胞悬浊液采集完成， 它们由专业

运送人员直接空运护送。目前，这份给外国友

人带去希望的“生命种子”已顺利抵达美国。

熊茜是

今年上海市

涉外第一例

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申城各区旧改谋创新
编者按

送走欢 乐

祥和 的 春 节 ，

整座城市立刻

切换到热火朝天的抓开局抓落

实之中。 己亥年开工仅两天，黄

浦 、杨浦 、普陀等多区负责人都

把目光投向旧改，早早排定旧改

工作调研议程。

这样的工作节奏，让人感受

到上海城市面对旧改这一底线

民生问题所表现出的紧迫感、责

任感 。 着眼于改善基本居住条

件 ，“留改拆 ”并举 、综合推进各

类旧住房修缮改造工作，是事关

长远的惠民举措，也是极有挑战

的工作任务。记者在调研现场了

解到，各区均试图在立足区域实

际的前提下打开思路 、 创新机

制，着力改善市民居住条件。 正

如 2019 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所指出的那样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把高质量发展更多体现在

增进民生福祉上”。

逾千户旧宅即将告别“手拎马桶时代”

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辽源新村小区动迁征收有望本月启动

本报讯 （首席记者钱蓓）春节过后第

一个工作日的早晨 ， 年节的余温尚在福

字和春联之间泛动 ， 但居民小区已恢复

素日平静 。 该上班的都出门了 ， 窄窄的

走道间 ， 不时出现拎着痰盂前往公厕的

老人。

11 日早上 8 点 15 分， 杨浦区委书记

李跃旗一行来到江浦路街道办事处， 开了

年后第一个会， 专题调研 160 街坊辽源新

村基地的旧改工作。 今年杨浦区提出 “完

成旧改征收 7000 户、 收尾 6 个基地” 的

目标， 辽源新村 1132 户人家的旧房子， 极

有可能在本月底启动旧改征收。

这批双层住宅建于 1957 年， 是由十多

家企业出资建设的联建公租房 ， 在当年解

决了不少职工的住房问题 。 小区新落成时

也是相当风光， 1957 年出生在这里的老张

说 ： “我爸爸是橡胶厂的职工 ， 因为家里

有这个房子 ， 那时候好多小姑娘想要跟我

谈恋爱！”

但是现在， 这批房子的老化显而易见。

有些人家甚至是三代人挤在 20 多平方米的

屋子里过日子 ， 还有不少居民至今在用马

桶。 老张家兄弟姊妹三人住一个房子， 小辈

中也有人跟他们同住， “想拆迁啊， 只要条

件合理， 当然是想搬走的”。

杨浦区旧改办介绍， 160 街坊辽源新村

基地规模不算大 ， 但对今年以及未来一段

时间旧改工作意义重大 ， 杨浦区计划在此

探索市区联手的旧改推进新机制 。 上海地

产集团下属的上海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正与杨浦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公司 ， 共同开展 160 街坊旧改征

收的前期推进 、 风貌评估 、 方案制定 、 资

金筹措等事宜。

“旧改是最大的民生， 我们计划在去年

完成旧改征收 5028 户、 14.12 万平方米、 收

尾 6 个基地的基础上， 今年继续把成片旧改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进一步加大投入， 探索

工作新机制。” 李跃旗表示， “希望通过在

160 街坊的探索和努力， 尽快帮助老百姓改

善居住条件， 同时走出一条旧改新路子， 为

杨浦剩余的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旧改征收工作

确立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要留住老城厢风貌，也要提高生活品质
承兴里旧改摸索出多项“全市首创”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黄浦区今年要

完成不少于 8000 户居民的旧改征收任务，

其中涉及 5645 户居民的乔家路地块和豫

园街道辖区内的复兴东路 70 号地块旧改

即将启动。

昨天下午， 黄浦区委书记杲云一行直

奔辖区内三个旧改项目实地调研。 百年历

史建筑承兴里的旧改正在进行中， 这里的

许多做法都具有借鉴意义， 甚至还摸索出

了多个“全市首创”———比如，在改造过程中

通过抽户释放房屋的空间、面积，降低居住密

度和使用强度，就在全市范围内属于首创。抽

户完成后，这里的居民将告别“煤卫合用”，实

现每户居民煤卫设施独用。

经过改造， 承兴里公共空间也将适度增

加，生态环境品质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为了

保证改造过程的公平公正， 政府在居民回搬

后还将重新换发租赁凭证。目前，承兴里项目

中的新里房屋正在施工过程中， 旧里房屋的

居民抽户工作已完成，即将开始施工。

从施工方提供的效果图中， 能看到原建

筑的历史风貌被大量保留， 而褪去了种种历

史斑驳，承兴里往昔的绰约风姿将重现。基于

承兴里旧区改造实践， 黄浦区正逐渐摸索出

一条保留保护与居民生活条件改善相结合的

城市更新路径。

同样位于老城厢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乔家

路地块和豫园街道辖区内的复兴东路 70 号

地块也即将启动旧改。由于建造年代久远、房

屋结构老化严重， 这里的居民生活条件十分

简陋。这两个项目目前均在方案规划阶段，预

计将于今年启动实施。黄浦区表示，作为上海

旧改压力最大的城区， 黄浦区城市更新早已

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式拆房重建， 而是根据不

同区域的实际需求， 探索出能够兼顾历史建

筑风貌保留和居民生活改善的个性化方案。

今年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300万平方米
区领导带队走访调研，对非成套旧住房改造提出思路和要求

本报讯 （记者祝越）老百姓的民生问

题中，有容易实施、自成一格的微更新微改

造， 也有需要全区调动资源通力合作的非

成套旧住房改造工程。记者昨天获悉，普陀

区今年将启动 10 幅旧改零星地块的改造；

实施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 300 万平方米、

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 2 万平方米； 新开

工旧住房成套改造 20 个地块。

普陀区委书记曹立强昨天带队走访调

研，既查看了一些完成微改造的小区，也对

非成套旧住房改造提出思路和要求。 据了

解， 普陀区针对非成套旧住房改造制订了各

种实施方案：有的按照“原拆原建、拆建平衡、

适度增量 、理念创新 ”原则 ，全部实施 “拆落

地 ”改造 ；也有一些地块部分做 “拆落地 ”改

造，部分做“贴扩建（内部分隔）+抽户+加层”

改造。

金城里、 澳门路 660 弄两处改造将成为

普陀区的改造样板， 其他非成套保护保留居

住建筑改造将在此基础上，按照“抽户+内部

整体改造+风貌保护”思路，结合地块内部或

周边的其他建筑改建， 推进区域整体修缮改

造。其中，长风街道将配合大渡河路景观道路

打造和苏四期提升工程， 将大渡河路和光复

西路沿线的小区作为修缮改造重点； 万里街

道的重点是对整个街道的售后公房和混合型

小区进行全覆盖“拔点”改造；曹杨街道的重

点是结合成套改造一并开展综合修缮改造，

尽可能补齐早期不成套房屋的短板和历史欠

账；真如镇街道的重点则是配合大渡河路、武

宁路等重要道路沿线打造， 对相关老旧小区

进行特色打造和综合修缮。

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是重要民生， 无论

“大”和“小”都要全力以赴进行保障，落实责

任，提升精细管理。 普陀区万里街道香泉苑曾

进行了上海第一批无违建先进街镇的现场验

收。居民陆老伯带着自己创作的《香泉新歌》和

大家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随着普陀区“美丽

家园”建设的不断推进，居民们都发现小区环

境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许多绿化都被

本地居民圈起来种上了蔬菜，四处可见随意搭

建的养鸽棚，小区整体面貌破破烂烂的。 但如

今，再走进我们香泉苑，违搭不见了，垃圾站安

上了漂亮的门，绿化也终于回归了”。

杨浦

代表委员走基层

“设立专门的

税务法院是一件迫

在眉睫的事情。 它

可以更好地解决征

纳双方的税务争议，

提升税务行政诉讼

效率、改善税务执法

环境，从而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 ”

“可以考虑先

在北京、 上海等专

业人才较为集中的

城市进行试点 ，试

点成功后再逐步探

索推广至全国。 ” 蒋颖。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普陀区万里街道香泉苑拓展了小广场，并

将住宅屋面、建筑色彩与安全隐患整治相结合。

杨浦区辽源新村小区居民即将告别拎着痰盂去公厕的日子。 （均资料照片）

荩

荩▲

黄浦

普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