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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采撷

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赋予横琴的定位。

珠海市委八届七次全会
强调，珠海要以横琴为主平台
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
良好开局。

秉承“支持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这一初心，横琴新
区工商局坚持深化对澳合作，
持续对澳资企业推行一系列
便利化措施，生动展现了珠澳
合作中的横琴作为。

为便利澳门企业到横琴
发展，横琴新区工商局联合相
关单位在澳门组织了20多场
横琴优惠政策与商事登记办
法的推介会，设立了“一条龙”
服务通道：设立港澳资企业专
办窗口，建立指定联系人制
度；简化澳门投资者在横琴设
立企业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进一步提升澳资企业登记便
利度；免费提供集中办公区域
住所，降低港澳资企业入驻门
槛。

随着全国首个跨境办公
试点楼宇——横琴总部大厦
的挂牌，来到横琴跨境办公的
澳门企业快速增加。对这些
企业，该如何管理、优化服
务？横琴新区工商局联合相
关部门共同开发建设了跨部
门跨境办公备案平台，在免于
商事登记的同时，实现跨境办
公备案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的
信息化和全程电子化，目前，
已有30多家澳门企业入驻横
琴进行跨境办公。

步伐扎实稳健，成果有目
共睹。一组数据可以更好地
反映发展成效：截至2019年
11月底，横琴新区实有澳资企
业2064家，比2018年底增长
了 46%；今年新增澳资企业
693家，同比增长152%。

推行便利化措施
今年新增澳资企业近7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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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戴丹梅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11月29日，珠海横琴新
区正式对外推出“澳门、珠海
（横琴）、中山、江门跨域视频
调解平台”，并揭牌成立了“澳
门、横琴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共
建基地”。

这两项由横琴新区主导
首创的消费维权合作新机制，
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维
权一体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事实上，做好消费维权只是横
琴新区工商局众多工作中的
一部分，站在新时代改革开放
最前沿，横琴新区工商局紧紧
围绕“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今
年以来，在市场准入、市场监
管、商标广告、消费维权方面
推出了多项改革创新措施，有
力推动横琴新区（自贸试验片
区）形成国际化、市场化、法治
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在横琴新区综合服务中心，从
填报申请信息、打印申请资料到领
取营业执照，皓昱科技（珠海市横琴
新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洲
只花了约半个小时，“这在以前，我
可能需要跑两三趟。”他告诉记者。

刘志洲注册企业的便捷经历，正
是得益于横琴新区工商局推出的商
事登记全程电子化和标准化的创新
举措。

“我们紧密围绕投资者特别是
港澳投资者办理商事登记痛点与难
点问题，推进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
启动网上审批中心，实行商事登记
标准化，完成了‘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全流程落地。”横琴新区工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建立准入政策、
许可制度、审批流程、申报材料、表
格填报用语系列标准，横琴新区将

商事登记申请由自主申报转变为自
由选择、自动生成，彻底解决了企业
在申报过程中因难以一次就符合规
范要求而来回修改奔波的困扰，大
大降低了商事登记申报难度，提高
了办事效率。目前，通过网上办理
的商事登记业务量已占到该局总体
业务量的85%。

与此同时，横琴新区工商局继续
推行实施“二十四证合一”，使“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唯一“身份证”，
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为企业唯一身
份代码，实现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

在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和标准
化的基础上，横琴新区工商局还积极
开展商事登记导办服务，目前珠海共
有20家银行及各类机构的数千个网
点提供商事登记导办服务，在澳门也
设有6个商事登记导办处。

企业之外，个体工商户也是市
场发展的重要主体。横琴新区工商
局积极探索改革个体工商户商事登
记制度，制订出台《横琴新区个人经
营台账备案试行办法》，横琴新区及
一体化区域的个人经营者仅需向区
工商局备案经营者姓名及住所、经
营范围、经营场所和联系方式即可
开展经营活动。这一备案还可通过
电子化备案系统完成，无需提供纸
质材料。

“我们要让真正有需求的企业，
尤其是澳门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在
横琴注册经营，同时，对长期停业未
经营的企业也要从严管理和及时清
理。”据横琴新区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横琴新区实有市场
主体数超过5.4万家，2019年新增企
业超过3500家。

塑机制 让企业发展更便利

近6万家企业进来了，如何管
理好他们，打造出有秩序、有法规、
高质量的市场环境？

横琴新区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首要工作是把好“经营关”。
横琴新区工商局积极采取多项措
施，开展对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
清理工作，收紧集中办公区地址提
供，依法处理虚假材料骗取登记的
违法行为，促进横琴新区企业高质
量发展。截至2019年 11月底，共
对 2037 户企业正式吊销营业执
照，对152户企业进行撤销登记处

理，目前正在清理第三批共500多
户长期停业未经营的企业。

对正常经营的企业，横琴新区工
商局则积极优化企业智能服务平台，
建设横琴新区“企业信用画像”。当
前，企业智能服务平台共汇集了横琴
各部门准入、许可、资质、奖惩、信用
等方面数据59万余条，依托平台数
据综合分析后将企业信用划分为A、
B、C、D四个等级，为各监管部门提
供查询、预警和分析功能。目前，正
进行平台数据清洗，预计年内完成企
业信用画像功能上线部署。

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横琴的港澳企业数目较多。自横琴
推出全国首份“横琴与港澳差异化
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罚清单”
后，许多港澳企业对此好评不断。

“有了这个清单，企业经营就不
怕踩‘地雷’。”在横琴经营的澳门企
业代表吴焕裕打开“横琴新区市场违
法经营行为提示清单查询系统”为记
者演示，不到3秒钟，七大类企业经营
可能涉及的“雷区”便一目了然。

今年以来，横琴新区工商局继
续推进制度创新，研究制订第二批

“横琴与香港、澳门差异化市场轻微
违法经营行为免罚清单（市场监督
管理领域）”，新梳理出40项轻微违
法免罚行为，以科学宽容的监管标
准鼓励创业投资，缩小横琴和港澳
地区营商环境差异，推动三地形成
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与此同时，横琴新区工商局还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力
整治房地产市场虚假违法广告、规
范保健品市场秩序，全面开展打传
规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打击走
私、扫黄打非等工作。

严监管 让市场主体更守信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知识产权
保护现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刚
需”，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
面。

今年5月 8日，珠海正式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而在今年4月，横
琴新区工商局主要负责构建的知
识产权“五环节一平台”新机制，成
功入选广东自贸试验区四周年制
度创新最佳案例。

所谓“五环节一平台”，指的是
知识产权“注册、培育、使用和交易、
保护、法制保障”五个环节全链条体
系和“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平台。
在商标注册环节，横琴新区设

立了珠海横琴商标受理窗口，从今
年6月起，受理业务项目由原来的2
项增加到24项。截至目前，该窗口
共受理商标申请4429件，收到国家
商标局核准商标注册证2019件，其
中澳门商标32件、香港商标6件。

在商标培育环节，横琴新区出
台了《横琴新区促进知识产权工作
暂行办法》，办法出台以来共扶持商
标 1290件，扶持金额达 145.04 万
元。

在商标使用和交易环节，横琴
新区设立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

记横琴窗口，推进构建横琴商标质
押融资金融生态圈，共受理质押业
务9件，业务额达1.5亿元。

在商标协同保护环节，横琴新
区与港澳合作建立跨境保护和行
政执法部门协同监管执法机制，
横琴新区与香港中小企业联合
会、澳门连锁加盟商会分别签订
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合作协议，
横琴新区工商局与横琴法院合作
建立知识产权侵权行政处罚与民
事赔偿相衔接机制，对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将实行“罚赔”并举。

在商标法制保障环节，横琴新
区工商局分别与横琴国际仲裁院、

横琴公证处签订了合作协议，使商
标侵权行为达到快速调解、快速仲
裁、快速公证。

在“五环节”的基础上，横琴新
区成立了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
盟，就在上个月，联盟刚刚新吸收了
第四批符合条件的25家单位成为
新成员。目前成员单位已发展到
126家，其中澳门成员单位21家。

“通过五环节一平台工作机制
的建立，横琴区域性知识产权保
护新高地初步形成，对促进知识
产权的发展和保护发挥了积极作
用。”横琴新区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护产权 让知识创新有保障

11月29日，在2019年珠海（横
琴）中山江门澳门消费维权合作第
二次联席会议上，横琴新区正式对
外推出“澳门、珠海（横琴）、中山、江
门跨域视频调解平台”，并揭牌成立
了“澳门、横琴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共
建基地”。

这也意味着，横琴新区消费信
用体系建设迈出了崭新的一步。依
托跨域视频调解平台，珠江西岸城
市群可实现多方在线视频连接，当
地消费者均可以在线视频“零跑动”
解决消费纠纷。

横琴与澳门一衣带水，两地居
民往来频繁，以往遇到消费纠纷时
只能向消费地的消协投诉，维权成
本相对较高。横琴新区工商局创新
打造“互联网+投诉转办”模式，与澳
门建立了跨境消费投诉处理转办机

制。目前，横琴新区已累计成功办
理澳门消委会转来的消费投诉23
件，为澳门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636.36万元。

解决消费维权问题，关键是从源
头上把好信用这道“关卡”。今年3
月，横琴新区推出了全国首个跨境信
用平台“信易得”，该平台实行诚信店
互认机制，一端连接粤澳消费者，另
一端连接粤澳守信商家，让多方得以
更加便捷放心地开展消费交易。

“这是我们构建‘互联网+诚信
共建’模式的实践举措之一。”横琴
新区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该平台有横琴28家诚信店与澳门
223家诚信店已经成功入驻，信用
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

如有消费维权的相关疑问，消
费者还可以通过“横琴新区消费维

权”微信公众号，查阅“消费要闻”
“商品质量”“消费警示”“维权指引”
“维权案例”等功能栏目，了解横琴
与澳门两地的消费预警信息，实现

“互联网+信息共享”机制。
在推行跨境消费投诉处理转

办、跨境视频调解与仲裁、诚信店互
认、消费信息实时共享等一系列有
力举措下，横琴新区全面营造了一
个良好、安全、稳固的消费环境。

“接下来，横琴新区将继续健全
消费维权体系，全力构建横琴新区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深
化跨境跨区域消费维权合作，为建
设湾区一流消费环境提供重要支
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环境融
合发展，为建设湾区优质生活圈提
供保障。”横琴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重维权 让消费环境更放心

欣欣向荣的横琴新区。

横琴自贸区门楼。

11月29日，“澳门、珠海（横琴）、中山、江
门跨域视频调解平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