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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的制度和政策
不应只在横琴岛106平方公
里的区域发生作用，珠海各
区都要接上这条‘天线’，珠
海相关行业也应当把握合
作区的发展机遇。”1 月 12
日，市人大代表、省委横琴
工委委员、省政府横琴办副
主任叶真做客珠海两会会
客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

采写：本报记者 陈雁南 林琦琦

加快推进合作区建设，推动琴澳两地融合发展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后的第一个完
整年度，是合作区深入推进、加快建设的关键之年。
叶真表示，近几个月以来，合作区一直在组织研究，如
何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内容，进一步推动琴澳两地
的融合发展。

聚焦于新政策新措施的出台——据叶真介绍，去
年以来，合作区对《总体方案》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
了一些初步方案，并多次向国家相关部委、省相关单
位进行汇报请示，得到了大力支持。“这些政策措施目
前正在完善，有望在新一年尽快出台，将有力推动合
作区政策体系的完善，增强合作区的吸引力。”

进一步完善琴澳两地的协作机制——琴澳两地
融合发展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叶真表示，接下来将
携手澳门同仁围绕琴澳一体化，进一步探讨研究产
业、社会、管理等各方面问题，加强双方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完善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叶真
表示，在现有的条件下，合作区会把资源向澳门的企
业和项目倾斜，同时围绕澳门居民在横琴就业生活的
需求，进一步推动琴澳两地规则衔接，营造趋同澳门
的宜居宜业生活环境。

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合作区是一个创
新的区域，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创新举措，让合作区尽
显制度便利，既具备横琴原有的创新特色，又能借鉴
澳门的管理经验，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叶真说。

珠海各区可以与合作区形成良性互动

2022年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珠海将以支
持服务合作区建设引领珠澳合作。着力打造“洪保
十”片区，加快筹建鹤洲新区，推动各区与合作区产业
协同、开放协同、功能协同。

“横琴无论是区位还是产业，都跟珠海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鹤洲新区的
规划、各区与合作区协同发展，我觉得是非常科学的，也
符合合作区发展的客观要求。”叶真表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是一
个制度创新高地。叶真认为，合作区的制度和政策不
应只在横琴岛106平方公里的区域发生作用，珠海各
区和相关行业都应当把握合作区的发展机遇。

“鹤洲新区‘洪保十’片区是最有利于承接合作区
制度创新溢出效应的区域。除此之外，我认为东往万
山群岛，西至鹤洲、金湾、斗门，北至高新区，在产业发
展上，都可以与合作区形成良性互动。”叶真指出。

《总体方案》将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业列为合作
区重点发展的四大新产业之一。叶真认为，从研发到
制造，珠海不少区域都有条件与合作区形成上下游产
业配套，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

同时，《总体方案》也明确提出，合作区要加强对
周边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
行。叶真表示，万山群岛位于港澳之间，拥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澳门正在建设世
界旅游休闲中心，横琴也在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珠
海应发挥好海岛资源优势，既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
又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除了上述两大产业之外，合作区还将重点发展中
医药、现代金融等产业。叶真告诉记者：“这些也是珠
海正在大力发展的行业。接下来，合作区将陆续出台
一些产业支持政策，我认为政策效应不应当仅局限于
横琴，珠海各区都要接上这条‘天线’，而合作区也将
积极主动加强跟珠海各区的联系与协作。”

两会会客厅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实习生 余沁霖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2021年年底，“元宇宙”一词火遍了
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空间乃至
社会形态，“元宇宙”提出设想，将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
份系统上进行密切融合，人们得以在更深
交互层次的互联网空间中进行互动。其
中，VR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是目前发展
时间较长，且被诸多投资机构看好的技术
之一。不过，目前投身该领域的企业主要
在影视内容和互动游戏等应用场景上发
力，VR技术潜力仍未被充分挖掘。

在横琴起步发展的珠海虎江科技有
限公司选择了一条不太寻常的发展路
径——VR 医 疗 培 训 。 由 法 国 青 年
Alexis Huille（何桓）和William Ra-
vaine联合创立的这家科技企业希望开
发搭建虚拟的互动医疗场景，让医护工
作者更高效、更系统、更便利地参加医疗
培训，习得医疗技能。

切入医疗教学刚需
开发VR社会价值

戴上VR眼镜，3D卡通风格的急诊
室场景就出现在了记者眼前。患者仰卧
病床上，床边的护士正等候指令；握紧操
纵手柄，操作按钮的一按一松传递为虚
拟空间里双手动作的一握一放，记者随
时可以抓取虚拟空间里的医疗用具。

此刻，记者通过这套VR设备化身为
虚拟主治医师，与场景内的急救团队为突
发意外的病人进行紧急抢救。在一番手
忙脚乱完成任务后，记者能通过虎江科技
的平台了解到此前的急救操作里有哪些
步骤不规范，以及需要注意的技术要领。

虎江科技创始人何桓告诉记者，这
套“高阶心脏生命支持培训系统”是他们
公司开发的第一款VR虚拟医疗培训产
品。在多次和专业医学院校的深入接触
与合作后，虎江科技发现了这一市场空
白。对于普通人而言，学习新知识遵循
一条先慢后快的认知曲线。医学院的课
程安排较紧凑，学生可能在完成前一个
学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后，很快会在第二
个学期里走进病房进行模拟实操。根据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老师们的反馈，由
于学生适应时间短且实训场地资源有
限，这个阶段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太理想。

何桓想到，如果在理论学习和模拟
实操之间能够给予更多的熟悉时间和练
习机会，学生们脑海里的抽象知识也许
就能在初步实践的过程中转变为“手到
擒来”的技能，而VR恰好可以成为两种
记忆类型的衔接桥梁。

虎江科技成立于2019年 5月，而7
个多月之后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的病毒给医疗机构带来了严峻考
验——一线迫切需要大量医护人员，而
医护新人熟悉适应专业的工作内容也需
要时间，但严格管理的防疫秩序又不允
许学校冒着聚集传染的风险在课堂快速
培养学生。何桓认为，走VR医疗培训这
条路子“有发展空间，更有社会价值”。

顶住新冠疫情考验
探索VR蓝海赛道

疫情带来了潜在机遇和发展方向，
不过更多的还是困难和挑战。对于初创
企业而言，人员流动从严管理，一切事先
规划好的路演、参展、合作等事项都无法
执行。缺少展会里的集中交流和行业新
动态？何桓选择和同事们集思广益，一
周做一次复盘和规划，审慎评估每一笔
新投入；没有线下路演的机会来争取投
资？何桓就自掏腰包维持第一个项目的
运行。回忆起那段时间，何桓坦言：“那
是我们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开发成本是何桓首先要面对的一项
挑战。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精密仪器，
治疗的过程就是专业技工的精修专修。

研发不同治疗手段的VR培训意味着所
涉及的专业知识大相径庭，高度定制化
的研发场景也让成本变得不稳定。以此
前提及的首个VR培训项目为例，专业人
士只需3分钟左右就能完成所有操作的
教程需要花费约200万元的研发费用。

高成本、高投入来源于医疗培训的
专业性和严谨性。“医疗培训最后是为临
床救治病人服务的，容不得一点差错和
马虎。”公司的项目经理罗俊琳表示，开
发人员经常因为诸多细节而感到头疼：
治疗切入的人体位点是否准确？如何用
设备反馈原先能被双手感知的力度和深
度？哪些琐碎的细节可以被省略，又有
哪些重要的流程必须详细？研发过程中
和专业人士之间锱铢必较是家常便饭，
单个项目的开发周期也在一来一回之间
一再延长。

经历了如履薄冰的大半年时间，虎
江科技的努力没有白费。首款VR医疗
培训平台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成
功应用，另外还有其他3个医疗培训项目
研发成功，公司还与6家医疗机构和高校
建立合作。几乎席卷每个行业的寒冬冷
风也没有吹灭这家新企业的发展火苗，
目前虎江科技已经拥有12项专利，另有
6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去年年底，虎江科技终于拿到了第
一笔约100万美元的Pre-A轮融资，资
金足以支持这个15人小型团队在下一年
的发展。此外，疫情中积累下来的工作
习惯也内化为虎江科技的运作机制。罗
俊琳对记者表示，目前在VR医疗培训赛
道发力的企业数量非常少，没有多少成
功路径可循。因此他们保留了每周一次
的会议时间，团队成员会在充分交流沟
通后再尝试新的内容，让公司在摸索中
少走弯路。

落地扎根横琴发展
对VR培训充满信心

和很多在横琴发展打拼的外国友人
相似，何桓选择珠海横琴的原因来自这
座城市的气质。在快餐店打过工、做过
推销螺丝的销售、还开过批发贸易公司
做生意的何桓来到中国已有一段时间，
此前经常辗转在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大
都市。不过，来到珠海后何桓发现，这里
宜人的风景、舒适的环境让他更能享受
创业的快乐。

此外，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的租金
水电减免和人才政策也是吸引虎江科技
来到横琴注册落地的原因之一。进驻园
区后，创业谷还为企业提供贴心的品牌推
广和政策支持服务，罗俊琳把横琴的创业
支持形容为“一条龙”服务。

随着横琴的创新气质逐步“出圈”，
优质服务打响名号，横琴对于各家创新
企业和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日趋显著。目
前，横琴岛上餐饮、娱乐、休闲的去处越
来越多，学校、医院和活动空间越来越齐
全，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气和烟火气也
越来越旺。在注重生活品质的何桓眼
里，想要留得住人才，少不了地区和人才
在生活上的连接。他欣喜地看到，横琴
逐渐摆脱办公地点的原生印象，“更像横
琴居民起居生活的家园了。”

作为毗邻澳门的重要交汇点，横琴来
往港澳的交通与通关非常便捷。作为一
家技术企业，虎江科技经常关注前沿的科
技发展变化，需要与市场和客户进行频繁
地交流互动。因此，“一周一次，一次45
分钟的的行程”对于何桓而言非常方便。

新一年里虎江科技有不少新想法等
待实现。无论是搭建聚合用户反馈和使
用特点的信息平台，还是建设位于医疗
机构内的专业培训中心，虎江科技的日
程表一如既往地被各类事项填满。虽然
压力仍不时涌现心头，但谈起自家企业
未来的时候，何桓的微笑浮现在短暂的
停顿中。随后，他会转头认真地对记者
说，“Overall I'm very positive.”（总
的来说，我充满信心。）

用VR眼镜衔接抽象记忆与实操实践

虎江科技探索医疗培训新模式

珠海虎江科技有限公司CEO、创始人Alexis Huille（何桓）。

□本报记者 陈雁南

今年珠海两会上，市政协委员杨以斌带来了
《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珠海高栏港联合发
展的建议》提案。他认为，这是高栏港发展的机
遇，也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东风”。

杨以斌建议，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口
资源，在高栏港待开发岸线开辟专区成立“澳门
（横琴）港区”。珠海高栏港拥有珠江口西岸唯一
的深水建港条件，高栏港尚有一半土地及海岸线
未开发，已开发部分也有近20%的空余，建议在高
栏港划出部分已建成的码头作为“澳门（横琴）港
区”的基础，并在待开发的岸线开辟专区建设“澳
门（横琴）港区”，按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方式
管理，叠加横琴和澳门的政策优势，由两地共商共
建共管共享。

杨以斌认为，基于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

地”的定位，被赋予港口资源意味着其面向欧盟和
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便利等优势都将得到挖掘，更
有利于发展“一带一路”航运。珠海是内地唯一与
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未来将形成一条对接港澳、
贯穿珠海、直达江门、辐射粤西的大通道，届时高
栏港将成为通往粤西地区的交通枢纽，“澳门（横
琴）港区”将有效促进城市间的协同合作，加速人
流、物流、资金流的聚集，响应“产业第一”号召，带
动临港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

记者梳理发现，2018年批复实施的《横琴新
区与保税区、洪湾、湾仔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就
曾提出，推动横琴自贸区与高栏港的联动发展，探
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去年9月印发的《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也提到，加强合作区与
珠海机场、珠海港功能协调和产业联动。

“这条建议的本质，是考虑将澳门自由港的政
策延伸至高栏港。这项提案是否可以落地，还需

要可行性研究作为支撑。”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
究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袁持平
教授表示。

“政策要怎么延伸？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袁
持平分析称，高栏港距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仍
有一定距离，未来澳门自由港政策如何延伸至高
栏港？是否采用“飞地”的方式？规划建设“澳门
（横琴）港区”需要顶层设计，而解决以上问题需要
制度突破与创新。

提升高栏港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将是未来需要
面临的现实问题。袁持平表示，目前，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可以通过港珠澳大桥连接香港维多利亚
港，北有广州南沙港、东有深圳盐田港等世界排名
前列的大港，这些港口无论是吞吐条件、便利程度
还是服务水平，都占据着绝对优势。“若想吸引更多
澳门和合作区企业货物从高栏港进出，最重要的就
是要让货物进出更加便捷，并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市政协委员杨以斌：

推动合作区与珠海高栏港联合发展
□本报记者 靳碧海 见习记者 李森

在两会会客厅等记者采访的间隙，
市人大代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小横
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景锋捧
着手机低头忙碌着，两天后的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需要他具体安排，小横琴
社区数位街坊提出的诉求他也要一一
解答，耐心而周到。

第一次作为市人大代表参加两会，
陈景锋有些拘谨，甚至自嘲“有点沉
重”，但只要说起和小横琴社区里琴澳
居民的故事，他的表情马上轻松了起
来：“澳门濠江中学一名74岁的退休老
师，自从来到小横琴社区居住，早上去
舞蹈队，下午去合唱队，生活安排得满
满当当，来了就再也不想走啦。”

小横琴社区一点也不“小”，辖区内
有3个居民小组、5个住宅小区，目前有
户籍人口6690人，常住人口约12000
人，常住澳门居民约1535人。小横琴
社区居住的澳门居民以青少年和长者
为主，如何能更好更细地促进琴澳融

合，是陈景锋思考最多的问题。
去年以来，小横琴社区结合“民生

微实事”工作，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
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协助澳门居
民更好地融入横琴生活，建立澳门居民
跨境生活的互助群体，吸纳澳门居民作
为志愿者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全力改善
老旧小区综合环境，得到居住在小区的
澳门居民的充分肯定。

尝到了“民生微实事”甜头，陈景锋
心劲儿更足了，他告诉记者，下一步社
区将更加有针对性地推进“民生微实
事”工作，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
效于民，深入群众听民声，注重发挥琴
澳议事协商会的作用，调动群众参与实
事办理的积极性，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上；探索琴澳融合社会治理新
模式，调动多方主体，联动打造“琴”系
街坊社区品牌，深化与澳门街坊总会、
澳门妇联的合作，给琴澳居民提供更多
便民利民服务，积极营造共促和谐、共
谋发展的良好环境。

市人大代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小横琴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景锋：

协助澳门居民更好地融入横琴生活

工作人员演示VR设备。

工作人员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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