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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推进横琴开发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推进自贸试验区扩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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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出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
道：7月4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郭永航到横琴检查督导市委、市
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并主持召开全
市推进横琴开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听取横琴上半年经济运行及重点项
目推进情况汇报，研究审议推动横琴高
水平开发建设工作方案。市委副书记、
市长姚奕生参加活动。

郭永航充分肯定横琴上半年开发建
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横琴
开发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立足
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促进港澳长期繁
荣稳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举措。全市上
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理解、精准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开发开放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把横琴工作作为珠海的头号
工程来抓，举全市之力推动横琴开发建
设，把横琴打造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
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枢纽和国际休闲旅
游岛，为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郭永航强调，要强化珠澳共商共建机
制，进一步完善惠澳利澳政策，推动与澳
门规则衔接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推动横
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推进与港澳深度
旅游合作，努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要全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把营商环境建设摆在重中之重
位置，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跨境金融合作，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便捷有
序流动。要高水平推进城市新中心建
设，从共建大湾区澳珠极点的高度加强
战略谋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化超级城
区。要加快推进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建
设，做强做优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推
动医疗、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有效衔
接，不断提高澳门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横琴开
发开放中展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
区精神。要加强宣传舆论工作，讲好珠
海故事，传播好珠海声音，为推动经济
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营造最好的
舆论氛围。

姚奕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横琴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不

忘初心，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创造
条件，加强制度创新，加快推进重点项
目、重大平台建设，推动横琴开发建设取
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会前，郭永航一行考察了澳门商报
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澳门产业多元十
字门中央商务区服务基地，要求要强化
服务意识，做好服务保障，为澳门企业和
澳门青年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营造一流
环境。

拱北海关关长刘晓辉、珠海出入境
边防总站副站长李明，市领导赵建国、王
庆利、龙广艳、吴轼、郭才武、张宜生、张
锐、阎武，珠海市推进横琴开发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
活动。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戴甜报
道：“有了这张卡，以后在珠海看病就方
便了！”7月4日上午，在横琴新区综合服
务中心，澳门居民吴丽卿作为首批4名
代表之一，高兴地领取了“澳门居民参加
珠海医保社会保障卡”。

这也标志着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险正
式覆盖常住横琴（含横琴、保税区、洪湾
一体化区域）办理了居住证及购房租房
的澳门居民。

小小的一张医保卡，将一水之隔的
珠海与澳门拉得更近。常住横琴的澳门
居民参加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
自7月1日起正式推出。截至目前，已
经办理横琴居住证的澳门居民共有310
人，横琴及一体化区域内设置了9个办
事窗口办理该项业务，已经为近30名澳
门居民办理了参保手续。

“澳门居民持这张医保卡，就可以在
珠海所有医保定点机构看病就医。根据
一定的程序，该卡还将铺开到全国1万
多家医保定点医院使用。”横琴新区党委
副书记李伟辉表示，这一举措是珠澳两
地推行的医疗保障领域合作项目，也是
对国家支持在内地（大陆）居住的港澳台
居民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决策的具体实
践，为澳门居民到横琴学习、就业、创业、
生活提供便利和保障。

珠海市医疗保障局局长程智涛介
绍，领取该医保卡的澳门居民与珠海居
民享受同等缴费标准：学生和未成年人
个人缴费为180元/年，城乡居民个人缴
费为410元/年，财政补贴均为590元/年。

“持卡将享受与珠海居民同等待遇，该卡包
含看病就医用药及金融等功能，是全国统
一社会保障卡。该试点经过评估后将扩展
到全珠海。”程智涛说。

“澳门的医疗条件有限，以后到珠海来
看病配药更方便了。”平时在澳门上班，去年
搬到横琴居住的吴丽卿说，有了珠海医保
卡，也免去两地奔波的麻烦。

“多一项选择，就多一点安心。”首批领

到医保卡的还有澳门青年梁健昌一家三
口。昨天一早，他就带着年近七旬的父
母来到横琴。“前几年我们在横琴置了
业，这次第一时间就申请了珠海医保
卡。能就近在珠海看病，这对老人家来
说，真的很暖心。”梁健昌说。

珠澳合作的脚步不断加快，让愈来
愈多的澳门居民可以享受到便利的医
疗服务。据统计，2018年有近1万人

次的澳门居民到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
新区综合门诊部就诊，占全部就诊人数
的10%。

“澳门居民在珠海领取了医保卡，以
后可以在横琴以及全市范围的门诊统筹
定点医疗机构中选定一家签约，门诊医
疗费用符合规定的部分即可报销
70%。”横琴新区综合门诊部副主任王心
达介绍。

首批澳门居民领到珠海医保卡
看病拿药更省心 两地生活更便利

7月4日上午，澳门居民吴女士展示她领到的珠海医保卡。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4日，记
者从板樟山隧道新增隧道施工现场了解
到，目前，板樟山隧道新增隧道上行、下
行、慢行三条隧道已累计掘进2900多
米，预计下月中旬可全部贯通。

4日早上7时许，记者在板樟山隧道
新增隧道上行隧道开挖现场看到，十多
名作业人员正在进行钻眼作业，伴随着
巨大的机器轰鸣声，风炮打孔激起的气
浪喷涌而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面。中铁隧道局集团板樟山隧道新增隧
道项目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正
在进行的是广东省2019年职工技能竞
赛暨中铁隧道局集团隧道开挖（班组）竞
赛，当天接受实操考核的是中铁隧道局

集团二处有限公司和中铁隧道局集团四处
有限公司两支参赛队伍，他们同时在上行
隧道和慢行隧道进行钻爆作业。与往日不
同，他们这次钻爆作业的爆破设计、循环时
间、光爆效果、开挖面平整度、炸药单耗、作
业安全管理等每一个细节都将作为比赛成
绩被记录在案。为了在竞赛中取得好成
绩，参赛队员凌晨4时便开始了赛前准备
工作，4时30分准时进入隧道开展班前讲
话，再次强调施工安全注意事项。

当日7时30分许，两条隧道的钻眼工
序基本完成，工程车辆将炸药运入施工隧
道，装药作业、爆破作业等工序照常进行，
板樟山隧道新增隧道的开挖进度又往前挺
进了一步。

截至目前，板樟山隧道新增隧道下
行隧道北端香洲方向已掘进538米，拱
北方向南端掘进 500.5 米，共计完成
1065.5米（包含 27 米明挖），剩余169.5
米；上行隧道北端掘进412.5米，南端掘
进434米，共计完成883.5米（包含37米
明挖），剩余336.5米；慢行隧道北端掘
进460.5米，南端掘进436米，共计完成
952.5 米（包含 56 米明挖），剩余282.5
米。三条隧道已累计掘进2901.5米，按
照目前的工程进度，预计可在8月15日
全部贯通，二衬作业正在同步进行中，
整个项目计划 2020 年上半年建成通
车。

板樟山隧道作为连接拱北和香洲片

区的重要南北向城市主干道，同时承接
了南屏和西部地区前往香洲片区的部
分车流，交通压力大。板樟山隧道新增
隧道工程的建设对于突破交通瓶颈、缓
解高峰期交通拥堵具有重大意义。该
项目范围北起迎宾北路与人民西路交
叉口，南至迎宾南路与九洲大道交叉
口，其中新增车行双车道隧道西线（上
行）、东线（下行），以及新增慢行隧道均
长约1200米，南北侧接线道路共约385
米，道路配套升级改造路段约1020米。
项目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
60公里/小时，新增隧道建成后与板樟
山既有隧道组成双向八车道，并设置双
向慢行系统。

板樟山新增隧道有望下月贯通
三条隧道已累计掘进2900多米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论述和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切实担当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责
任主体的职责，携手港澳有力有序推进大湾区建
设，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同时，省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广东省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形成了我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
施工图和任务书。

《实施意见》包括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重点工
作任务、保障措施等三个部分，主要着眼长远发展，
对标大湾区到2035年的建设目标，对未来十多年
我省要重点推进落实的大事要事进行谋划，突出战
略性和协调性。

第一部分是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主要阐述
了大湾区建设对于我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
大意义，以及我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实
施原则和发展目标。强调我省推进大湾区建设要
坚持严格遵循中央顶层设计、坚持“一国两制”、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互利共赢五项
原则。 （下转04版）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商务部获悉，
关于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有关情况，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推
进相关工作，履行有关程序。

日前，在G20大阪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重
大开放举措，其中包括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上海
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等内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新设自贸试验区和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将进
一步优化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布局，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开展差别化探索，形成更多、适用面更广的改革试点成果。

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自贸试验区建设
提出要求，要求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支持自贸试
验区在改革开放方面更多先行先试。

上周末，中国发布了2019年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
区两张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
务业等领域开放。高峰说，随着负面清单逐年缩短，自
贸试验区整体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的创新活力
和经济发展动力将进一步得到激发。

高峰还说，目前，外商投资法的相关配套法规已列
入国务院2019年立法计划。商务部正在积极配合司
法部做好相关配套法规制定工作，细化外商投资法确
定的主要法律制度，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则。

他表示，在此过程中，将就配套法规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意见，积极考虑合理化建
议，把外商投资法确立的投资保护、投资促进、投资管
理等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我们在不断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将继续致力于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营造更好的环境，分享
更多的中国发展机遇。”高峰说。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道：7月4日上
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航会见普华永
道亚太区及大中华区主席赵柏基。

郭永航对赵柏基来珠考察表示欢迎。他指出，当
前，珠海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9”工作
部署，举全市之力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普华
永道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及专业服务机
构之一，希望普华永道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
遇，深度考察珠海，发挥自身优势，为珠海新一轮大发
展提供更高端、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助力珠海“二次创
业”加快发展。珠海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
珠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赵柏基简要介绍了普华永道全球战略及业务发展
情况。他表示，普华永道一直积极参与珠海经济社会
发展，为不少珠海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国企混改以及

“走出去”战略实施等方面提供了专业服务。普华永道
十分看好珠海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横琴自贸试验片
区建设，在创新发展、引进国际化市场主体、培养专业
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市领导王庆利、吴轼参加会见。

郭永航会见普华永道客人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道：7月4日，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英率队对我市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建设情况开展代表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
忠敏、王红勤，副市长刘嘉文参加视察活动。

上午，视察组先后来到高新区会同村，斗门区莲江
村、石龙村、上栏村，就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三清三
拆三整治”、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革命”以及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等进行现场视察。下午召开座谈会，
听取市政府、各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关于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建设情况汇报。

《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的工作方案》出台以来，有关部门狠抓落实，高
位谋划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经济，培育乡土文化，为
美丽乡村注入活水源泉，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
口，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明显进步。截至5月底，共
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及障碍物7.76万余立方米，拆
除村危旧房（棚）、废弃猪牛栏等3210余间，复垦复绿
8.7万平方米。全市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8.75%，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94%，农村生活垃圾实现保洁
覆盖面、生活垃圾收运率、无害化处理率“三个100%”。

陈英在座谈会上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
振兴工作，全市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希望市政府和各区、各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
度，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珠海样板。要突出工
作重点，扎实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和村容村貌提升、
雨污分流、村内道路改造和巷道硬底化、农村“厕所革
命”等工作，为群众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要坚持
实事求是，区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切实用好用足资
金，把资金用到“刀刃”上。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村民主体作用，让美丽乡村建设真正成为群众的共同
意愿和自觉行动。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等职能部门及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区、万山
区、高栏港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努力打造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珠海样板
陈英率队视察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