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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膜出资设立，主要从事膜技
术开发与应用，为过程工业的分
科创板是今年资本市场的新
离纯化与污废水资源化提供膜技
贵，但厦门第一股却姗姗来迟。 术应用的解决方案，已掌握了膜
不过，记者获悉，科创板上的厦门
材料研制、膜技术应用及环保水
身影却不少。在 10月 10日过会
处理技术等多方面专利。三达膜
的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蓝伟光夫妇，其通
就是从厦门发展起来的，创始人
过新加坡三达膜持有三达膜
是厦门大学教授蓝伟光，而此前
57.
81%股权。
已经登陆科创板的热景生物，其
根据招股书披露，此次三达
创始人林长青也毕业于厦门大
膜 拟 发 行 不 超 过 8347万 股 股
学。
份，募集资金为 14.
1亿元。据财
务数据披露，三达膜 2016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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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分别
10月 10日，三达膜环境技
为 5.
44亿 元、5.
86亿 元 、5.
90亿
术股份有限公司过会，这意味着
元 、3.
26亿 元 ；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三达膜即将登陆科 创 板。 三 达
1.
29亿元、1.
85亿元、1.
81亿元、
膜前身为三达（厦门）环境工程
1.
74亿元。
有限公司，由三达膜科技、新加坡
董事长蓝伟光本人是公司技

术的带头人，早年毕业于新加坡
大学，并获得化学博 士 学位 。
1997年至今历任厦门大 学副 教
授、教授，同时也是厦门大学水科
技与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1996年，蓝伟光回国，在厦门创
办了三达膜科技公司。2018年 9
月，三达膜由厦门迁至延安市宝
塔区圣烯石墨烯产业园。招股书
显示，三达膜的主要生产经营地
在厦门，目前延安新生产线尚在
建设中还未正式投产。
资料显示，蓝伟光一度问鼎
2003年的厦门首富，并位列中国
福布斯富豪榜第 75名。而早在上
世纪 90年代末，三达膜科技（厦
门） 公司一度占领中国工业分离
膜应用市场 20%到 25%的市场份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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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
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
抵减政策的公 告称 ，
2019年 10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
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
减应纳税额。
公告明确，所称的生活性服
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
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
重超过 50%的纳税人。记者了解
到，今年 4月 1日正式落地的深
化增值税改革安排中，主营业务
为邮政、
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

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实施期
限暂定截至 2021年底。这意味
着，
允许加计抵减的四大行业中，
针对生活性服务业的这项优惠政
策进一步加码，抵减比例从 10%
提高到了 15%。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面很广，
包括餐饮、教育、医疗、养老等诸
多细分行业。这些细分行业中，
中
小企业数量较多，将生活性服务
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比例由 10%提
高至 15%，不仅可以减轻生活性
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也有利于提
高社会服务水平，
改善生活质量。

公告还明确规定，
2019年 9
月 30日 前 设 立 的 纳 税 人 ，自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9月期
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个月
的，
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
合规定条件的，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2019年 10月 1日后设立的纳税
人，自设立之日起 3个月的销售
额符合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
般 纳 税人 之日 起 适用 加计 抵 减
15%政策。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
抵减 15%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
整，
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
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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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已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
创始
人林长青科班出身，
具有丰富的产
业背景，在研发技术领域获誉无
数：
2018年入选中组部国家高层
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万
人计划）
、
2017年度中国体外诊断
领军人物、
2016年入选科技部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等。值得注意的
是，林长青与厦门也颇有渊源，
他
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
并曾
获得厦门科技进步二等奖。
林长青从事体外诊断行业
20年。1997年 6月，林长青从厦
门大学生物系应用生物化学专业
毕业后，留校做实验员，后进入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一干

就是 7年。2005年，年仅 29岁的
林长青从万泰生物离职，参与创
办热景生物。在厦期间，林长青
也多次获得厦门市政府的奖励。
据悉，林长青常回母校厦门
大学交流合作。公开信息显示，
热
景生物与厦门大学、美国 UAB大
学、军事科学院、中科院上海光机
电所等高校科研单位等相关部门
共同研发生物科技项目课题。
2019年 7月，厦门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的科研年会的 “杰出校友”
论坛上，林长青作为杰出校友返
校做报告。论坛上，
厦大生命科学
学院为卢宏韬、
林长青颁发了“厦
门大学生物学科杰出校友”奖牌，
聘任其为厦门大学生物学科百年
庆典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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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STP“以前只知道老刘
上过战场打过仗，却从来不知
道老刘的故事是如此感人！这
真是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教育
课。”在听完军转干部老刘的抗
战故事后，厦门市税务局第三
税务分局的林婷婷动情地说。
日前，
厦门市税务局第三税
务分局通过税务人员的身边人
讲述亲身事，
为大家带来一场真
实感人的主题教育活动：
“老刘
的故事——
—铭记历史，不忘初
心”。老刘叫刘德亮，是厦门市
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的一名军

转干部。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某炮兵团的一名炮兵指挥
排长，在战斗中，他目睹过战友
的牺牲、亲历过敌人直瞄炮火
的轰炸、潜伏到前沿侦查过敌
情……在和平年代，战火早已
远去，但刘德亮的人生经历对
税务人员来说尤其是青年干部
而言，更是有着极其宝贵的教
育意义。
据悉，在此次主题教育活
动中，厦门税务还组织青年干
部学习老刘的光荣事迹、记录
老刘的感人故事、编写话剧剧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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