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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载体添助力 扶持举措出新招
横琴推进珠澳深度合作释放“强磁场”

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平台载体添助力

5月 10日，“澳门产业多元十
字门中央商务区服务基地”在珠海
中心大厦揭牌。澳门华记环球集
团、卓科数码、康业医药、澳门品牌
企业商会等首批10家澳门企业和
机构代表签约进驻，40余家意向进
驻企业到场见证。

据介绍，该基地计划分多期
建设，集中分布于十字门中央商
务区的相关项目，将向澳人、澳企
提供最大力度的优惠条件和政
策，为珠澳深度合作增添新载
体。其中，基地首期设在珠海中
心大厦，设有超过5万平方米的国
际化办公空间和公共服务平台，
可为300-500家澳门新兴企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珠
海”一极，横琴是连接两头的支点。
近年来，横琴推进珠澳合作“好戏连
台”，区域要素流动更加便捷、惠澳
利澳政策体系逐步形成、科技创新
与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如今，在横

琴注册的港澳企业总数超过2700家，
其中澳资企业逾1400家。

走进横琴，感受珠澳合作的春
潮拍岸。今年3月，横琴在全国首创
跨境办公新举措，紧邻横琴口岸的
横琴总部大厦作为首个跨境办公试
点楼宇正式揭牌，可用于跨境办公
的面积超4万平方米，盖恣未来科技
有限公司、盛泽（澳门）文化科技公
司等12家澳门企业已完成备案签约
入驻。

此前，横琴-澳门跨境通勤专线
也已率先开通，每日设有24个往返班
次，切实改善了横琴和澳门之间的交
通出行方式。从“双城故事”到“跨境
同城”，互联互通带来的便利，助力了
澳门企业在横琴加快发展，也方便了
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

切实深化珠澳科技创新合作
扶持举措出新招

跨过横琴大桥，沿着环岛路一路
前行，一片多彩玻璃外墙的建筑群格
外亮眼。这里便是一批“网红”企业所
在的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这里也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截至目前，横琴·澳门青年创业
谷已累计孵化300多个项目，其中澳
门创业团队项目近180个。

今年3月，横琴新区管委会与
澳门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横琴·
澳门大学产学研示范基地。首期
2300平方米的研发基地位于创业
谷内，目前已经建设完成，预计今年
内就将有一批研发项目落地并开展
相关成果转化工作。

在横琴这一方创新沃土上，粤
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见证着不
变的初心。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
议》下的首个落地项目，如今在这座
现代化园区内，科研总部大楼、
GMP中试生产大楼、研发检测大楼
已落成并投入使用；累计注册企业
百余家，其中澳门企业超过30家，
涉及中医药、保健品、医疗器械、医
疗服务等领域。

在产业纵深与创新攻坚的路
上，横琴以精准务实的政策给予有
力支撑。近日，《横琴新区支持粤
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的
专项措施》出台实施，通过建立协
调机制、设立绿色通道、公共服务

平台补贴、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方
面16条专项措施，解决产业园建设
运营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困难。

根据《专项措施》，产业园开发
公司搭建开放使用的公共服务平
台，为园区企业提供研发服务，最高
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一次性设备
购置补贴；产业园开发公司及其全
资下属公司引进的经国家主管部门
认定的国医大师团队、省级以上主
管部门认定的名中医团队，符合条
件的，分别可申请最高500万元和
200万元的专项扶持。

这也是继 2017 年《横琴新区
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之后，再次
针对产业园推出的专项举措，充分
体现了横琴对珠澳产业合作的高
度重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
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建设，
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珠海
正把横琴开发开放、珠澳深度合作
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抓实，加快
建设粤澳深度合作新支点。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记者
14日从市税务局获悉，根据国家相
关决定，针对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
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将延续执行，以
吸引国内外投资更大程度地参与、
促进信息产业发展。据悉，这一税
收优惠政策的继续实施，将惠及我
市30家相关企业。

据介绍，当前，软件和集成电路
产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向其他领
域的辐射渗透作用日益显著，现已成
为国民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国家延续之前的税收优惠政策，旨在
继续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从设
计生产各环节加快推动软件和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更好地满足高质量发
展和高品质生活需求。

根据规定，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将根据集成电路线宽享受“两免三
减半”或“五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
政策；对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
业，国家将继续实施2011年《国务
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中明确的所得税“两免三减半”
优惠政策。相关企业2018年度所
得税汇算清缴也按上述规定执行。

税收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对
促进我国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快
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悉，受
此项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影响，2018
年度我市已有30家企业享受到软
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定期减免税
优惠，合计减免的企业所得税达
1.24亿元。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续执行

惠及我市30家相关企业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想
品尝世界各地的海鲜吗？来亚太
展吧！5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
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长城国际展
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9亚
太水产养殖展览会暨珠海国际水
产品交易会”将在珠海国际会展中
心5号馆和6号馆举行。本届亚太
展吸引了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167家机构、企业参
展，并邀请到厄瓜多尔、比利时、美
国、挪威、意大利等12个国家和地
区的 100 多家海外展商参展、参
会。亚太展组委会表示，本届亚太
展展期共计3天，其中5月17日为
专业观众日，18日和19日为公众
开放日，预计今年参展的企业以及
观众人数有望创历史新高。

2019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暨珠
海国际水产品交易会为农业农村部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系列活动的重
头戏。本届亚太展规格高、规模大，
亮点纷呈。届时，亚太地区水产养
殖业精英大咖会聚珠海，中外客商
云集粤港澳大湾区，亚太展将成为
水产养殖业一次难得的专业技术切
磋和商贸洽谈的盛会。此外，2019
年全球水产养殖论坛和中国对虾产
业发展研讨会也将同期举办。论坛
将携手国内外权威专家团队，与核
心企业分享前沿信息，畅谈产业发

展趋势，共谋水产养殖发展大计。
为促进渔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拓宽贫困地区特色优质水产品销
售渠道，搭建起采购端与水产企业和
贫困农民的合作平台，展会期间还将
举办主题为“绿色渔业助力扶贫攻坚
战”的渔业扶贫产销洽谈对接活动。
本届贫困地区优质特色水产品产销
洽谈对接活动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农
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珠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水
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承办。渔业扶贫
产销洽谈对接活动所设的室内展览
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届时，将有
45家优质农产品企业亮相珠海，展
示展销来自全国17个省39个贫困
县及其他贫困村的100多种绿色、有
机的优质特色水产品。

本届亚太展展品丰富、品种齐
全，包括海洋捕捞、海水及淡水养殖
的各种水产品。有鱼、蟹、虾、贝类
等鲜活海产品，干货、深加工产品、
调味品、护肤品等也应有尽有。参
展观众还可现场观赏到三文鱼、罗
非鱼、黑斑蛙等多个水产鱼类。

为活跃现场气氛，延伸及丰富展
会内涵，亚太展组委会还联合中国烹
饪协会名厨委员会在现场举办“名厨
争鲜，品牌盛宴”擂台大赛，特别邀请
到6位国家级名厨携6位高徒在现场
进行厨艺PK，值得大家期待。

2019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17日在珠开幕

市民可参观采购优质水产品

“现在我从澳门到横琴的办公
室只需30分钟，就像在同一座城
市！”自从今年3月公司入驻全国首
个跨境办公试点楼宇——横琴总部
大厦，盛泽（澳门）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海生往返两地办公的效
率高了，公司的市场也更大了。

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创造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
作示范。今年以来，从试点跨境办
公到加码扶持政策，横琴着力打造
珠澳合作的“强磁场”，优质项目落
地生根，现代产业活力迸发，“澳门-
珠海”一极的“化学反应”持续升级，
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新动能。

□本报记者 钟夏

专题

“陈某一伙人在扫黑除恶专项行
动中被抓了……”听说这一消息，水拥
坑一带的居民无不拍手称快。他们口
中的陈某一伙人，多年来盘踞在水拥
坑一带开设赌场、寻衅滋事、殴打他
人、暴力恐吓，成为影响地方发展的一
大“毒瘤”。

香洲警方去年从一宗寻衅滋事案
件入手，缜密侦察、循线深挖，最终成功
摧毁了这个以陈某为首的黑恶势力。
今年2月22日，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
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罪名，
对陈某等人提起公诉。

缜密侦查
寻衅滋事案牵出黑恶势力

陈某黑恶势力进入警方的视野，
要从一宗寻衅滋事案说起。

2018年1月22日晚，香洲警方接
到群众报案称，一家麻将馆的老板在
其经营的麻将馆内被5名男子上门滋
事打伤，馆内还有财物损坏。

香洲警方立刻对该寻衅滋事案进
行侦查，并以此为突破口，围绕涉案人
员开展侦查摸排。

2018年1月26日，警方抓获该团
伙首要分子陈某，陈某到案后企图一
人包揽所有罪责，误导警方当作个案
来处理，掩盖其余罪行，让其他犯罪嫌
疑人蒙混过关。香洲警方经过梳理研
判，发现作案人员极可能是一伙黑恶
势力，便立刻成立专案组开展大量调
査走访、综合研判等工作。随着调查
的展开，一个以陈某为首，盘踞在水拥
坑一带的黑恶势力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陈某等人早在2005年就开
始在水拥坑一带以“捞偏门”为生，先
后多次因涉嫌开设赌场、寻衅滋事被
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但依然不收手。
该团伙以暴力手段胁迫水拥坑一带所
有的麻将馆、棋牌室、小卖部、餐厅任
何时间不准打纸牌、晚上12点后不准
打麻将，以便让想继续打麻将、纸牌的

人到他们经营的地下赌场参与赌博，以
达到垄断水拥坑村赌博行业的目的。

重拳出击
十余天蹲守连根拔除“恶霸”

“为了揪出陈某这个团伙，我们费了
不少劲。”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林方（化
名）回忆说，调查一开始就遭遇瓶颈，不
少商户迫于陈某团伙的压力，不愿意配
合调查。为打破僵局，民警们挨家挨户
做思想工作。通过大量调查取证，警方
逐渐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和组织构
架。经查，该团伙成员多达10人以上，
有明确的层级、职责分工和组织规约。

随后，专案组陆续将该团伙的5名成
员抓获归案。由于仍有部分团伙成员在
逃，专案组成立了抓捕组，赴湛江遂溪进
行抓捕追逃工作。“该团伙成员大多有犯
罪前科，反侦查能力很强，当时有逃犯藏
到了海边渔船里，由于不知道逃犯具体位
置，又害怕逃犯随时跳海逃跑，抓捕组不
能贸然行动。”林方回忆，抓捕组当时设置
了几种方案，都被一一否决，最后决定与
逃犯比耐心，静静蹲守等逃犯上岸。

于是，林方扮成饭店员工天天去收
鱼，同事们则在周边蹲守。就这样过了
十几天，逃犯终于上岸了。林方和同事
们找准时机前后夹攻，还没待逃犯反应
过来，就成功将其抓捕。在他们的努力
下，所有抓捕对象均及时到案，以陈某为
首的黑恶势力彻底覆灭。

涉黑恶警情大幅下降
群众拍手称快

以陈某为首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
周边群众拍手称快，并通过各种途径陆
续将陈某等人的犯罪线索反馈给专案
组，一批陈年积案、隐案被陆续挖出。

“案子破了，水拥坑一带的居民都很
高兴。”林方说，“陈某黑恶势力被摧毁
后，水拥坑周边的治安环境有了明显的
好转，周边涉黑恶警情大幅下降。”回忆
起和同事们凌晨苦守的难忘经历，林方
对于水拥坑一带的变化感到十分欣慰。

开设赌场、寻衅滋事、暴力恐吓

陈某黑恶势力被警方连根拔除

横琴口岸综合服务区。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市霸”“行霸”统统拿下！
从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领域入手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海上养蚝不仅辛苦，而且风险

大，眼看生蚝就要上市交易了，别有
用心者却早已准备伸出黑手。近年
来，在高栏港海域上，生蚝被盗案件
时常发生，附近渔民备受困扰。高
栏港警方从这一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入手，经过前期缜密侦查，成功打
掉了一个以吴某良为首、在近海养
殖领域暴力收取渔民“保护费”的涉
恶团伙，打响了我市近海养殖重点
领域扫黑除恶斗争第一枪。

蚝排屡屡被他人破坏
渔民苦不堪言

老罗在高栏港从事海产养殖
已经有数年之久，原本过着平静安
宁的生活，可这样的生活在2017
年被打断了。2017年6月，吴某良
涉恶团伙打着蚝排管理的名义要
求老罗按月上缴“保护费”。老罗
明确拒绝缴纳所谓“保护费”后，吴
某良团伙深夜偷偷搞破坏，砍断蚝
排绑木，导致蚝排被海水冲走，造
成老罗经济损失数十万元。迫于
压力，以老罗等为代表的渔民为了
维持生产，相继向吴某良团伙缴纳

“保护费”，以求自身蚝排不受吴某
良团伙滋扰。

高栏港警方核查发现相关涉黑
恶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刻抽调精干
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此案。
专案组民警第一时间开展走访侦查
工作，向其他养殖户了解是否发现
有可疑人员出现。但随着侦查工作
的逐步开展，民警发现案件侦破存
在不少困难。“渔民的蚝排在茫茫大
海上，且犯罪嫌疑人往往在黑夜作

案，没有目击者。另外，事发周边没
有摄像头，有效的信息并不多。而
且许多被害人慑于该团伙的淫威，
不敢出来指证，要么说不知道，要么
就再三推脱。”全程参与此案侦办的
民警王林（化名）对案件侦破的艰辛
深有感触。

“恶霸”以公司名义
实施敲诈勒索

面对诸多不利情况，专案组民
警走访了附近每一个渔民，慢慢打
开了他们的心扉，同时，采取大数据
分析等措施，进一步深挖线索，逐渐
勾画出该犯罪团伙的整体脉络和组
织架构。2018年9月7日，专案组
组织集中收网行动，先后抓获吴某
良、赵某宝等犯罪嫌疑人，侦破敲诈
勒索、盗窃等案件一批，扣押涉案船
只等财物一批。

经审查，2017年 4月以来，吴
某良等人共同出资在金湾区三灶镇
注册了一家水产养殖公司。该公司
实际上并未经营任何水产养殖业
务，而是租用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
一间商铺作为办公地点，购买船只，
员工统一着迷彩服在荷包岛与大杧
岛之间海域，以提供巡逻保护为名，
对拒不交纳“保护费”的渔民的蚝排
进行破坏，强迫渔民交纳“保护费”，
先后收取20多户渔民30多万元的

“保护费”。审查情况表明，这是一
个假借公司名义，村干部与社会人
员相勾结，实施非法侵占国家海洋
资源，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毁
坏公私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涉黑
恶团伙。

向渔民强索“保护费”

吴某良涉恶团伙被端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人民群众对黑
恶势力深恶痛绝。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
市公安机关从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领域入
手，针对各类“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重拳出击，多
个曾经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团伙纷纷落网，大快人
心。近日，记者走近办案民警，听他们讲述“市霸”“行
霸”落网背后的故事。

为更加精准地打击黑恶犯罪，彻底扫除黑恶势
力，希望广大群众踊跃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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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坏
的蚝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