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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
报道：在横琴的纳税人和企业
今后办税将更便利了！4月13
日，横琴新区税务部门正式启
用“春风360”26项优化自贸区
税收营商环境举措，直击纳税
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堵点”
问题，从企业新办、纳税申报、
税收优惠、风险管理到退税注
销，提供全过程多方面的便民
办税服务，此举惠及在横琴注
册的近4.5万家企业。

“这五大类26项税收举措
有三个显著特点，全面、便捷、
贴心。”横琴新区国税局副局长
樊荣介绍道，26项便民办税举
措贯穿企业开业经营至退出市
场的全过程，力求以“数据多
跑，群众少跑”的方式，让纳税
人省心省时，同时税务部门还

在政策辅导和风险提醒上实施个
性化服务，让纳税人安心创业、放
心经商。

企业开业：
从“站站停”变为“一站达”

“以前办理注册登记，跑完国
税跑地税，同样的资料和表格两边
递交，没个两三天办不下来。现
在只需要一套资料、一窗式服务、
一次性搞定。”广东中星电子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文博告诉记者。据
悉，横琴税务部门亮出“套餐式开
业登记服务”，即将新办企业所需
的税务信息采集、税（费）种认定、
实名认证等10个涉税事项集成为

“开业登记套餐”，通过登录电子税
务局网上一次性办完“套餐”所包
含的涉税业务，最快半天能走完
全部流程。同时，打出无纸化信

息采集、全预约办税、网上直播
和统一国地税咨询热线等“组
合拳”，让企业新办登记从“站
站停”转变为“一站达”。

涉税业务：
从“到处跑”变为“零跑动”

3月12日，身在香港的岑
先生打开V-TAX手机版，缴
纳了上个月在横琴工作时的
1280.15元个人所得税，“不用
再跑去税务局一趟了。”岑先生
说道。而这也得益于横琴新区
在全国首创的V-TAX远程可
视自助办税系统，该系统把6
大类116个企业和个人日常涉
税业务都搬到了互联网上，通
过实时音视频远程交互，实现
跨境跨省跨市跨区办税，打造

“全业务、全天候、面对面、类前

台”的新型办税服务模式，实现
业务“全程网上办”、纳税人办
税“零跑动”。

除此之外，该五大类26项
税收举措还包括精准服务高新
技术企业、优惠政策专家答疑
服务、简化注销登记、出口退税
业务便利化、提速出口退（免）
税办理等各项高效举措。横琴
税务部门持续创新服务，进一
步降低了企业办税成本、提升
投资贸易便利度，有效助力横
琴抢占税收营商环境“高地”。

据悉，启动仪式之后，横琴
税务部门还举办了“优化营商
环境”税收优惠政策宣讲会，针
对近期增值税税率下调、一般
纳税人新规等政策为纳税人进
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辖区内约
50家企业参加。

横琴推出“春风360”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26项举措“全面便捷贴心”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为
推进河长制实施，努力建设南水城
乡共美生活环境，广东省渔政总队
珠海支队高栏大队日前积极配合
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对南水镇南
水沥一河两岸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中，共清理收缴网笼300多米。

近日，在南水镇南水沥一河两
岸专项整治行动中，高栏渔政大队
分水陆两个执法组，配合行动开
展，重点推进非法渔业设施清理工
作。执法人员先后清理了岸边、码
头边的非法窝棚、加工厂、非法养
殖、无证船厂等。此外，渔政部门

还配合港区三防、水政、交通等部
门，对十字沥、南水沥水闸实行通
行管制，禁止运载非法渔业设施船
舶通行水闸。期间，组织执法人员
对港池内碍航非法渔业设施进行
清拆，收缴网笼300多米。

自3月1日起实行珠江禁渔
制度以来，我市渔政部门加强相关
政策的宣传，加强对相关水域的巡
查，从严查处违反珠江禁渔期制度
进行捕捞作业的行为，确保禁渔期
制度顺利实施，切实维护我市正常
渔业秩序。我市禁渔渔船共计
295艘，其中斗门区288艘，高栏
港区5艘以及金湾区2艘。渔政部
门提醒，珠江禁渔期间，违反相关
制度，涉嫌犯罪的，将被移送公安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我市开展南水沥一河两岸治理

已清理收缴网笼300多米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报道：
“哦，毒品原来有这么多种。”“摇
头丸也属于毒品？以前还不知
道。”近日，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
道环山社区联合市禁毒办、区禁
毒办在星园市场广场小区开展以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为主题的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引来附近居
民围观。

活动现场，禁毒社工通过发
放宣传单、提供咨询等形式，面对
面向居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重
点向社区居民介绍了常见毒品的
类型、吸食毒品的危害、如何防范
毒品的侵害以及涉毒违法犯罪的
法律后果等。据禁毒社工介绍，
随着农贸市场的发展，人流旺盛，
禁毒宣传进入学校、企业、社区之
外，越来越多的社区和部门瞄准
市场作为禁毒宣传的新领域。市
场人流量时间较为集中，在早市
开张的两个小时内会有大量人群
涌入，可以在短时内起到大覆盖
的作用，提高宣传效率。

“摇头丸也属于毒品？”
禁毒社工星园市场广场小区宣传防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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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5个、良好镇街6个、平稳镇街2个），1个地区部分警情偏

离常值（南屏的盗窃、诈骗、打架斗殴）。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遇

事冷静不轻信，理性处理矛盾纠纷，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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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晴 3～19℃

上海 小雨转多云 12～17℃

广州 雷阵雨 17～29℃

重庆 小雨转阴 11～16℃

合肥 多云 8～16℃

武汉 阴转多云 9～18℃

长沙 小雨转阴 12～16℃

哈尔滨 雨夹雪 0～9℃

海口 雷阵雨 23～36℃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多云有阳光，间中有阵雨

今天：多云有阳光，间中有阵
雨或雷阵雨，气温：23℃-30℃，
风向：偏南风，风速：陆地3级，海
面4到5级阵风6到7级，相对湿
度：70%-95%。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记者从市发改局获悉，近日，广
东（珠海）现代种业发展中心配
套项目（一期）获批，市政府将
投资6178.87万元，建成广东
乃至全国种业高新科技企业的
孵化器，做大做强国内农业实
体。

据介绍，根据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田园综合体要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
一体。广东（珠海）现代种业
发展中心配套项目（一期），着
重完善广东（珠海）现代种业
发展中心的各项配套功能，提

高广东省岭南特色园艺作物和
台湾特色农作物品种繁育、示
范、推广和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能
力，建成广东乃至全国种业高新
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做大做强国
内农业实体；同时，也将建成一
个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
的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
的田园综合体，让城市居民通
过身临其境地体验农业、农村
资源，满足其愉悦身心的需
求。项目对推动广东珠海台
湾农民创业园的快速发展，推

广现代农业技术，解决“三农”
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实施强
镇富民工程，具有重要的社会
效益。

建设内容包括：台创园二
期农村道路改造工程、台创园
二期农村道路沿线绿化景观
工程、台创园治安管理视频监
控工程、现代渔业育种基地、
蝴蝶兰催花温室、珠海良种良
法示范基地等6个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6178.87万
元，建设资金由市政府统筹安
排。目前，项目建议书已获得
市发改局批复。

广东（珠海）现代种业发展中心配套项目（一期）获批

大手笔！6178万元建种业孵化器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报道：
4月12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王珺受邀为珠海市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作专题辅导报
告。在现场提问环节，王珺结
合珠海的实际情况，就当下的
人才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珺认为收入高低并不是吸
引人才的决定性因素，“和国
际联系越紧密的平台越能够
吸引人才”。同时，珠海要用
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文化沟通和体
制机制创新，积极促进要素和
产业的有效流动。

“真正的人才看中的不
是收入的高低”

“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段

时间很多城市推出各种吸引人才
的政策，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广
东要高质量发展，实现“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同样离不开人才的支
撑。“在人才金字塔结构中，技术
越高精尖人才数量就越少。”王珺
认为，高精尖人才每个城市都想
要，除了优厚的待遇和给予的优
惠政策，如何吸引人才是每个城
市要思考的问题。“不能够就人才
吸引人才，这反而吸引不到人
才。真正的人才看中的不是收入
的高低，而是事业平台的大小。”
在王珺看来，这个事业平台最好
是和国际化的创新中心建立联
系，“和国际联系越紧密的平台越
能够吸引人才。”

如何建立和国际联系的平
台？王珺建议要区分利用人力和
利用智力的不同，不一定局限于
一时一地，有条件时可在全球范

围内搭建平台，“与其他先进城
市地区、国际领先的高校研究
机构等开展合作共建也是一个
途径。”

王珺认为，吸引人才不应
该只是针对高精尖人才，还要
注重技能型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人才的范围应该更宽更广
一些，和自身产业结构相适应、
逐步迈向专业化路线的技术人
才也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的。”

“增强要素自由流动方
面体制机制改革”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即
将出台，面对国际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的定位，作为湾
区城市群一员，珠海应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在大湾区
中找到合理的城市定位？

王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先决
条件，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人
员、要素、产业的流动，以此来
确定各城市的定位才会更加
精准。

“对于珠海来说，要紧紧围
绕国家政策，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的历史机遇。”王珺认
为，珠海首先在硬件上要推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共谋、协
调、发展，在软件上要进一步加
大文化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增
强要素自由流动方面体制机制
的改革。“要进一步研究要素如
何能够有效地流动，哪些要素
会向珠海流动，流动最多的是
什么要素和产业，再确定哪些
可以成为引领性产业和配套产
业。围绕这些问题，再确定珠
海在产业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定
位。”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谈珠海在大湾区中的定位

要考虑未来要素和产业的流动方向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4月 13日，市环保局、市工商
局、市科工信局联合开展检查，
整治非标油品供应，对全市加
油站、在建楼盘工地的油品进
行抽检。全市环保系统也启动
了为期一个月的“对加油站、储
油库的油气回收治理设施运行
情况‘回头看’大检查”行动，确
保全市所有加油站、储油库必
须安装油气回收治理设施且设
施运行正常，让“蓝天保卫战”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油品质量直接影响着机动车
尾气污染物的多少，油站在分装、
加油时如果油气回收治理不到
位，还可能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VOCs），挥发性有机物是产生
空气污染物PM2.5和臭氧的重
要前体物，对空气质量和人体都
有不利影响。所以，控制油品质
量就是控制机动车及非道路移动
源的污染。

当天，检查组随机抽查了珠
海新骏景、中石化新村、中南加
华、石化明珠南等4家加油站。

现场检查中，环保局工作人员
主要查看了加油站环保审批验
收手续、规则制度、应急预案、
油气回收装置运行维护记录等
相关资料，检查了回收型加油
枪、密封罩、空气泵等油气回收
综合治理设施以及员工的作业
是否规范。检查中发现部分加
油站存在密封罩破损老化以及
员工操作不规范，存在油气跑
冒现象，检查组当场责令企业
进行整改，及时更换破损老旧
的密封罩，加强培训规范员工
操作，确保油气回收综合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

随后，检查组还来到香海
大桥TJ1标段,对工地使用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油品进行了

检查，要求在用的机械设备排
放达标，确保使用的油品品质
与来源符合相关要求，并继续
做好工地扬尘防控措施。

据了解，2017年，我市所
有加油站、储油库已开展了油
气回收专项整治。今年4月
12日起，我市对全市所有加油
站、储油库油气回收综合治理
设施开展“回头看”检查。重点
检查油气回收设备是否正常运
行，是否存在擅自停用、不及时
更换油气回收密封装置、员工
加油操作不规范致油气泄露等
违规行为。对未配套建设油气
回收治理设施或者未按期完成
油气回收整改的加油站，将依
法从快从严处罚。

我市开展油气回收治理“回头看”及非标油品供应联合检查

控制油品质量 遏制空气污染

●建成广东乃至全国种业高新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做大
做强国内农业实体

●建成一个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生
态和文化功能的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的田园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