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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代表 曾连续调研五省市跨越 42℃温差

从“厉小法”向
“厉小代”的蝶变
九年前第一次开庭审案之
后，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
长、审判员厉莉将自己的网名改
成了“厉小法”。去年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后，她又给自己取了个
新名字 ——
“ 厉小代”。 今年 ，
“厉小代”从“一年级新生”顺利
升学到了“二年级”。曾经六天
调研五省市、跨越42℃温差的
厉莉，今年提出了保障未成年子
女探视权等多个建议和议案。
她说，自从当上了代表，操的心
多起来了，连生活中都不知不觉
地渗透了代表思维。

“厉小法”变身“厉小代”
2018年1月30日上午，北京
市两会闭幕，那一天也是选举产
生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子。就在
几个月前，厉莉郑重填写了有关
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表格。
那天上午，她开了一个漫长的
庭，休庭时已经过了中午。她拿
起手机看时间时发现，一上午时
间竟然接到了百十来条未读微
信。
“ 我能当选吗?”当她带着忐
忑的心情阅读微信时，才发现，
微信的内容竟基本一致——全

是祝贺她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带着责任与思考，她
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全国人大
代表。
如何当好全国人大代表？
如何把老百姓的声音带上两
会？厉莉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
无数个问题。
“去年是我当全国人大代表
的第一年，新手上路，一切都还
比较陌生。”在去年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厉莉每天只
有4到5个小时的睡眠，过着低
头审报告、抬头提建议的日子，
顺利完成了由“厉小法”向“厉小
代”的转变。厉莉表示，每次去
人民大会堂开全体会议，看见摆
放在桌面上的报告和文件，都会
有儿时看到试卷的感觉。通常
是会议之前快速阅读一遍，做宏
观了解。随后对重点部分深入
阅读，最后跟随着报告人的速度
再阅读一遍。

调研得到第一手材料
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
一年，厉莉最关注的问题是民间
金融的规范与非法金融的打

击。厉莉与法院的同事们一起，
后半夜了。
“到达深圳时，气温超
年人权利的严重侵害。因此，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民间
过20℃，我们穿着大毛衣走在
建议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程度
金融的调研。
人群中，别提多怪了。隔了一
优先考虑，加强对未成年人权
“ 六 天 的 时 间 ，我 们 跨 越
天，调研的地点换到了鄂尔多
利保护。
42℃的温差，走了东西南北中
斯，气温低于-20℃，我们又不
此外，厉莉还提出了与个税
五个省市，得到的都是最鲜活的
得不把行李箱里所有的衣服都
相关的建议。她表示，个人所得
第一手材料。”厉莉说，调研过程
穿在身上。”尽管条件艰苦，但调
税法中的专项扣除制度非常好，
中，和小微企业代表、小贷行业
研中得到的第一手素材，坚定了
但是还要考虑一部分特殊群体
代表、金融监管部门以及法院各
厉莉继续呼吁规范民间金融、打
的利益，建议将丧失劳动能力配
个审判部门的工作人员沟通交
击非法金融的决心和信心。
“我
偶的扶养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
流讨论。南北方的差异、各领域
深刻地体会到了，调研对于代表
除范围。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
看待问题的视角都充分地展现
履职的重要。想想获得的收获，
定，夫妻应当互相帮助。扶养丧
在眼前。
付出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失能力的配偶，其实和抚养孩
直到今天，厉莉都对调研时
子、赡养老人没有任何区别，但
的场景难以忘怀。在调研中，她
在目前的个税专项扣除列明的
日常生活渗透代表思维
了解到，很多企业走向破产之路
项目中，没有把这部分费用纳
的第一步，就是去借高利贷。但
“去年我是‘一年级新生’，
入。因此，建议能将对丧失劳动
是不受监管野蛮生长的民间融
能力配偶的扶养费用纳入专项
今年顺利升入了‘二年级’。”第
资，对企业而言，就是饮鸩止渴，
二年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厉莉今
扣除范围。
根本起不到缓解企业融资难、融
年又活跃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厉莉坦言，日常生活中，也
资贵的作用。非法金融严重扰
次会议的会上会下。
不知不觉地渗透了代表思维。
乱了民间金融的市场秩序，损害
身为母亲，厉莉提出了保障
做美容时，会问问小姑娘是否有
行业声誉，长此以往，必将产生
保险和底薪；去便利店买早点
未成年人探视权的建议。父母
劣币驱逐良币以及良币连带受
离异后，没有抚养权的一方想看
时，会和售货员聊聊便利店的经
过两大恶性影响，因此国家必须
一眼孩子却成了难事，社会上
营情况和市场需求，以及会给周
对非法金融采取更加积极有效
边居民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甚至曾经出现过“抢孩子”、
“藏
的打击。
孩子”的个案。厉莉认为，这种 “自从当上了代表，操的心也多
六天的行程，每天不是调研 “抢”或“藏”的行为，均损害了
起来了。”
就是赶路，有时到达酒店已经是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是对未成
本报记者 张楠

基层电商经营者中的首位全国人大代表华茜呼吁

解决小微企业税务申报难
“咱们团里有位淘宝店主
呢。”提起全国人大代表华茜，贵
州团的代表都知道她还有一个
身份——一名有着 11 年电商从
业经历的淘宝店主。2018 年，
华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
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基层电商
经营者的身影。履职一年，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她也主动为小微
企业主“代言”，呼吁继续优化营
商环境，增加资金投入，对小微
企业面临的企业管理、税收申
报、财务做账等需求进行专业培
训，解决小微企业面临的注销
难、税务申报难等困难。
2008 年大学毕业后，到温
州求职的华茜开了第一家蜂蜜
产品的实体店，同时也开始“试
水”在线上销售。不过，由于蜂
蜜卖得不瘟不火，2012 年，她关
了实体门店，专职做网店经营服
装，情况才慢慢好转。
“一天能稳
定卖上几百单，有款产品甚至冲
到了内衣销量的前三名。”华茜
说，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尝
到电商的甜头。做了两年，华茜
回到贵州铜仁老家，一度做过机
关工作，但她还是觉得电商更适
合自己。于是，开始通过网店为
乡亲们提供代购代销服务，土蜂
蜜、野生葛根粉、手工米粉、侗乡
米酒……家乡的特产通过线上
卖到了全国各地。
2018 年，华茜当选为全国
人大代表，这也是人大代表中首
次出现基层电商经营者的身
影。贵州深度贫困地区大多处

于深山区、石山区，特色扶贫产
业尚未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优
势，龙头企业相对较少，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品牌不多，很多品质
优 良 的 产 品“ 养 在 深 闺 人 未
识”。
“电商对‘黔货出山’有很大
的帮助。”华茜谈道。
今年 3 月 4 日晚上，华茜和
贵州团的多位“手艺人代表”共
聚一堂：
“90 后”的杨昌芹代表
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
编的第六代传人；郑传玖代表则
是将广州的吉他制造工厂迁到
家乡遵义正安县，为县里带来一
个新产业；石丽平代表是华茜的
老乡，她是松桃苗绣第七代传承
人……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的
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通过电
商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在华茜看来，数字经济可以

带动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成为
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手段。
“我
建议继续优化网络营商环境，让
政府、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等各
方联动形成合力。”
华茜提出的具体建议是，解
决小微企业面临的注销难、税务
申报难等困难。华茜说，对于农
村合作社和一些小微企业来说，
没有能力聘请专职财务人员做
账，只能请兼职财务，特别是农
村偏远区域的企业，宁愿接受税
务局的罚款也不去报税。
“如今，
线上的发展也离不开线下的发
展。”她建议，国家增加资金投
入，对小微企业面临的企业管
理、税收申报、财务做账等需求
进行专业培训，
“ 只有线下也活
跃了，
电商才能更好。”
本报记者 赵莹莹

伊彤代表建议

明确进口仪器免税细则
退税返还资金用于研发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科学
仪器产业一直处于落后和追赶
状态，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科学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伊彤建议，
将国产仪器的政府采购政策进
一步落细落实，对进口仪器免
税政策研究制定明确具体的
实施细则，同时对仪器企业实
行退税政策并将返还资金用于
技术研发。
伊彤介绍，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 30 种科学仪器的关键部
件依赖进口，有些仪器的关键
材料则 100%依赖进口。伊彤
认为，这不仅对国内仪器产业
的影响十分巨大，也不利于树
立中国制造新形象。
伊彤了解到，
很多高校、科
研院所、国家和省部级检测机
构的实验室里，几乎全是进口
仪器，每年还在不断地补充更
多进口仪器到实验室。很多用
户在面对国产仪器的时候，存
在不愿用、
不敢用的心理。
伊彤认为，
国产科学仪器在
某些领域还面临不公平待遇。
她说，2016 年财政部、海关总
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
《关于
“十三五”
期间支持科技创
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
对于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
能满足需要的科研仪器等科学
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
免
征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这条政策看上去很有道理，
在实际执行层面却很难落地。

对此，
伊彤建议，
将国产仪
器的政府采购政策进一步落细
落实，规定凡涉及数据安全的
实验室，
如政府监管实验室、军
方实验室、有保密要求的实验
室等，原则上要使用内资企业
生产的仪器；对于政府资金购
置仪器的情况，如国家技术改
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工程
建设、纵向科研项目配套等，
设
置最小国产仪器采购比例（如
20%）；采取实质性措施促使首
台套政策落地，如由国家统一
开展首台套仪器设备的认定工
作，
增强权威性和准确性；
禁止
地方在执行政府首台套政策时
自设各种条件和名额限制；在
仪器技术指标、售后服务都满
足要求的前提下对购买国产仪
器的用户进行补贴等。
同时,对进口仪器免税政
策研究制定明确具体的实施细
则，其中包括建立评价专家的
征信体系；专家评价结果须经
第三方机构的对比检测并出具
报告；
制定严格的奖惩条款，
如
国内已有同类仪器且能满足使
用要求、却仍高价采购进口仪
器的，一经发现要进行追责并
给予相应惩罚。此外，对仪器
企业实行退税政策并将返还资
金用于技术研发，相当于由市
场倒逼企业提升研发投入，这
种后补贴方式将更为有效地促
进国产仪器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叶晓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