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为合作区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将会突出体现几个

特点：第一个是粤澳深度合作的共融性；第二个是保持高度开放

的国际性；第三个是实施分线管理的特殊政策安排。我们相信，

在合作区一步一步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

过程中，琴澳企业将迎来非常多的机遇和机会。”

值班编委 张先发 值班主任 龙丽娟 责任编辑 杨桦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池东

星期四 2022年3月
农历壬寅年二月廿九

今日4版 第91期
31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观海合作区专题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B01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3月30日，
珠海传媒集团“横琴潮”微信公众号正
式上线。作为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讲
好大湾区故事的重要新媒体舆论阵地，

“横琴潮”微信公众号也将锚定“湾区探
索 粤澳强音”的定位，聚焦粤澳融合发
展，助力横琴创新实践，记录伟大时代
变迁。

2021年9月17日，《横琴潮》在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当天创
刊，截至目前已刊发近百期，在粤澳两地
取得了热烈反响，并于2022年3月正式
转为日刊。

此次“横琴潮”微信公众号开通运
营，将承载全新的使命担当，集纳专题、
消息、综述、评论、访谈等形态多样的丰

富报道，形成全平台覆盖宣传态势，全方
位展现合作区的新探索新实践。同时，
将开设视频号及“记者帮”“新拍客”等栏
目，用“接地气”的方式解读政策，为琴澳
居民提供生活实用信息，传递合作区建
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全方位展现合作区新探索新实践

“横琴潮”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阳春三月，
随着一场花事盛会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居
民迎来了与春天的美丽约定——3月28
日至3月31日，2022粤港澳大湾区深圳
花展在线上举办，共有来自全球13个国
家的81个机构与个人参展。在本届深
圳花展上，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
规划和建设局组织参展、珠海大横琴城
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实
施的横琴展园亮相并获金奖。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是具有国际
视野的大型综合性花展，也是我国花展
行业的品牌盛会。在合作区城市规划和
建设局的指导下，大横琴城资克服了疫
情期间时间紧、任务重、材料收集难等困
难，积极参与横琴展园的方案设计、提案
修改、入场施工等工作，呈现出一幅生机
盎然的春日画卷，让粤澳和鸣的理念在
精彩的园艺设计中“云”绽放。

花园中央的盛世莲花傲然绽放，莲
花大桥连接两地，圆环拱门紧紧相
拥……横琴展园以“粤澳和鸣·璀璨未来”
命名，将澳门、横琴两地的地域特色与文
化特色巧妙融入花园的设计之中，分为澳
门篇、横琴篇、粤澳融合篇三个主题区

域。其中，澳门篇以中葡合壁的规则式园
林、造型简练而富有律动感的绿植、细节
精致的小品装饰，打造澳门风情花园，彰
显澳门的独特文化和风情。横琴篇以二
次回收利用的吸管摆出造型，塑造出海浪
波涛的形态，氤氲雾气构筑层云漫卷的氛
围，搭配海洋、湿地生态景观的特色花
境。粤澳融合篇则寓示着粤澳两地深入
融合，共同建设合作区的美好愿景。

低碳环保也是本次花卉展览的一大
亮点。围绕“低碳城市，幸福生活”主题，
横琴展园的现场景观以朱顶红、郁金香、
飞燕草等繁花及吸管、蚝壳、易拉罐等环
保材料创作，简约大方，层次分明，展现
了人文、生态、绿色的创意主题，带来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美感。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绘就水清岸
绿景美的美好生态画卷。作为横琴城市
综合运营管理的平台型企业，大横琴城
资也持续打造更多开放、共享、融合的绿
色空间，从精心打造的橙子生态苗圃到
已成为合作区网红打卡点的花海长廊，
为琴澳居民带来更多绿色生态福祉，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讯 记者钟夏 通讯员琴瑞轩报
道：3月30日，在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工作的俄罗斯舞蹈演员 Antropova
Anastasia坐在电脑前，通过V-Tax平
台与横琴税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视频连
线。通过对比Anastasia 手上拿的护
照，税务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身份确认，
并为她发放了个人所得税APP注册码，
这样Anastasia就可以凭借注册码登录
个人所得税APP进行个税汇算了。

2021年，由于疫情影响，Anastasia
在中国境内居住超过了183天，按税法规
定需要办理2021年度个税汇算。和她情
况相同的横琴长隆外籍员工有300多名，
由于他们持有的是外国护照，如果不能完
成实名认证，他们就没办法注册和登录个
人所得税APP完成个税汇算。

“还没等我们前去询问，横琴税务部
门就主动联系了我们，在了解到我们公
司外籍员工的实际情况后，税务部门为
我们专门安排了4个集中办理的时间
段，通过在线办理方式，帮助我们公司几
百名外籍员工足不出户就顺利完成了实
名认证，接下来再做个税汇算就轻松多
了。”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吴沛金表示。

在为珠海长隆外籍员工发放个人所
得税APP注册码后，横琴税务部门加强

后续服务保障，通过税企联络平台等方式
搭建沟通桥梁，为扣缴单位和纳税人提供
持续跟踪服务，包括向纳税人精准推送含
英文讲解的操作指引，为外籍纳税人快速
处理并档、特殊银行卡名称等前置业务，
同时，实时响应和解决个税汇算过程中的
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帮助纳税人用好用足
个税政策红利，后续实现快速退税。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加
快，在横琴工作的港澳人士和外籍人士越
来越多。我们前期全面梳理横琴辖区需
要办理汇算的人数和范围，掌握重点行
业、企业和重点人群的办理需求。对于有
特殊办税需要的外籍人员，我们制订了相
应的预案，为他们办理个税汇算开辟‘非
接触式’办理快速通道。”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邓嘉骥介绍。

记者了解到，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
化，横琴税务部门在全省率先实现全业务

“非接触式”服务，税费事项100%可“非
接触式”办理。自3月1日启动个税综合
所得年度汇算以来，横琴税务部门通过提
供“预约”办理服务、加强宣传辅导、优化
个性化服务体验，确保个税汇算工作顺利
进行。接下来，横琴税务部门还将积极发
挥税企联络平台、V-Tax平台优势，个性
化解决纳税人在个税汇算方面的问题，为
纳税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横琴税务部门视频连线靠前服务

300多名外籍人士
“非接触式”办理个税汇算

粤澳和鸣理念在园艺设计中精彩绽放

横琴展园获深圳花展金奖

横琴展园将琴澳两地文化特色巧妙融入设计之中。 本报记者 钟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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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还寒的春季，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执委会发布了《降低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企业综合成本的十条措
施》。作为该机构首份以执委会名义
发布的综合性政策文件，该政策涵盖
涉及企业运营、人才聚集、办公环境
和公共服务等内容的四个方向。

合作区法律事务局局长钟颖仪
在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政
策出台前的沟通交流工作从去年年
底就已经着手进行。根据充分调研
和企业反馈，执委会归纳总结了当前
合作区存在的三个“痛点”：合作区内
企业运营成本较高、公共交通出行较
为不便、企业招聘员工存在困难。

在合作区入驻发展的企业，对新
鲜出炉的《横琴降成本十条》有何看
法？该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是否有切
实帮助？放眼接下来配套政策的逐
步完善落实，创业人、企业主们又将
提出哪些建议？记者采访了合作区
部分企业负责人。

“双补贴”政策“很直接”
落实速度和流程需优化

百福生命科学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创始人许晓松和记者粗略算了一
笔账，公司每年花费在办公场地租用
的成本在70万元左右。按照此前的
政策规定，在办公场地租金3年的补

贴期内，每年能够提供50多万元的补
贴；根据新政策，后两年能够为企业
增加约50万元的额外补贴支持。“所
以我非常关注办公场地租金的补贴
调整，这项政策是很直接的。”

“我们是研发企业，不做科技服
务就没有营收，相应地也难以完成税
收额度；如果花人力物力去做服务，
科研进度就会受到影响。”看到合作
区工作人员租房和生活补贴取消用
人单位年度纳税额的限制，许晓松也
感到高兴。

“扩大人才补贴的享受范围，对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能够让我们
集中资源投入到原创药研发等核心
工作上。”珠海横琴爱姆斯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门增轩认为，“新
政策进一步降低了申报门槛，并扩大
了覆盖面，有助于帮助更多不同发展
阶段及不同层次的人才。”

与此同时，许晓松希望合作区能
够提升政策落实的“时效性”。当前，
疫情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投资、尽调、
物流等环节，企业的多项研发计划进
度受到影响，“政策如果能尽早落实，
企业也能尽快缓解压力。”

深译科技创始人林楚余则对记
者表示，希望能够优化办公场地租金
补贴的发放流程。在林楚余看来，现
金流对于初创企业而言非常重要，而
当前相关补贴回流到企业的流程较
慢。林楚余希望，“未来在提交租金
的时候能够直接支付减去补贴额度
的部分，在简化流程的同时，也减少

企业资金流的压力。”
“很多澳门人都大致知道横琴政

策好，但他们还在观望，还没有走出
原来的圈子。”从事组织粤港澳三地
学生交流活动的梁玉玲是珠海锦锋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在她看
来，《横琴降成本十条》有助于让企业
充当“领头羊”角色，让企业在横琴迈
出第一步，充当“正面案例”，从而吸
引更多澳门人才来到横琴。

记者从门增轩处了解到，目前横
琴爱姆斯坦享受着人才租房和生活
补贴、特殊人才奖励、博士后企业工
作站补贴等政策支持。门增轩希望
合作区继续做好对外宣传，“如有条
件，组织技术人才专场交流会或目标
高校招聘会，进一步提升人才吸引
力。”

普遍关注横琴生活便利度
期盼更多针对性政策落地

合作区在岛生活配套和便利度是
多家受访企业重点关注的主题。北大
荒（珠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嘉娃对记者表示，从企业角度来看，会
关注税收补贴和企业“节本提效”等相
关具体措施；从员工的角度切入，员工
的便利生活和幸福生活也是企业希望
达到的目标之一。李嘉娃对新政策中

“公共服务三提升”的后续配套政策和
落实细节表示关注。

自去年年初正式搬到横琴岛办
公以来，珠海申海投资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熊小华明显感觉到，横琴办

公楼宇环境的优越和横琴各项惠企
政策的暖心。然而，上岛办公之后，
员工一直面临着住房和交通成本较
高的问题。“《横琴降成本十条》的出
台，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熊小华
坦言，此次新政是合作区一次很好的
试验，将进一步提升合作区对企业和
人才的吸引力，他希望合作区接下来
还能继续进行相关探索。

此外，许晓松和林楚余均提及，
期盼出台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在
贴合初创企业成长特点的同时，带动
合作区重点发展的相关产业蓬勃发
展，“率先把这片区域的活力调动起
来。”

记者梳理发现，各受访企业均
对《横琴降成本十条》的出台意义和
积极作用表示肯定。同时，企业所
反馈的情况和建议基本上是该政策
旨在着力解决的痛点、堵点、难点问
题。

谈及制定这项政策的目的时，钟
颖仪表示，“合作区希望能够最大程
度解决现有问题和企业困难。”钟颖
仪还希望政策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在
横琴开业运营，也希望更多企业能够
上岛“实质性办公”。

《横琴降成本十条》附则明确表
示，“本措施中涉及具体补贴政策的，
由合作区执委会相关工作机构根据职
能职责另行制定管理办法或配套操作
指引，确保本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和落
实。”该政策“集聚人气、商气和烟火
气”的成效如何，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前“研”视角

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
究所所长张旭向记者透露，《降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综合成本的十条
措施》是在广泛深入企业调研，充分了
解企业发展状况和诉求的基础上制定
实施的，“新政策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
决在合作区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普遍、
共性问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提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的新产业。张旭表示，当前，合作区
的发展呈现出动态且快速的特点，不
同产业间的发展阶段并不同步，成熟
程度有所差异的企业之间也会面临不
同的新情况和新挑战。

“大家都非常关注合作区的发展
建设，因此，合作区的政策需要保持动
态更新，为合作区综合竞争实力提升、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不断提供助推
动力。”张旭认为，《横琴降成本十条》
十分契合《总体方案》精神，从多个小
切口为区内企业、人才和环境的发展
注入动力。

新政策体现对人才的重视

“从目前的政策走向上来看，可以
说合作区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张旭介
绍说，目前合作区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
科技创新型企业。在这批企业之中，青
年创业者所占比例非常高，“他们也是
推动这类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力量。”

在降低居住成本方面，《横琴降成

本十条》第二项不仅取消了用人单位
年度纳税额度的申请条件限制，同时
还将补贴对象扩大延伸至“大专”和

“其他人员”两类群体；在提升生活便
利度方面，多层次交通保障、解决“停
车难”问题、完善商业配套被列入新措
施之中。

“人才政策和发展政策一定要有
针对性。”综合来看，张旭认为，新政策
在多个角度为年轻人才在琴工作发展
释放积极信号，将通过系列措施打造
宜居宜业环境，“让科技型企业的人才
能够更方便舒适地在岛上生活办公，
能够心无旁骛地推进科研，开创事业。”

新政策展现“横琴优势”

张旭提到，横琴有深厚的政策创
新底蕴，从“一站式”服务平台搭建、商
事服务登记制度创新，到澳门企业跨

境办公等方面的做法，都曾经居于全
国改革创新最前沿，有很多“开创性”

“示范性”政策案例。《横琴降成本十
条》是对合作区惠企利企政策体系的
丰富，提升了合作区政策竞争力的总
体优势。

什么是合作区的总体优势？“横琴
在政策条件、开放条件、硬件条件，乃
至可供持续提升的发展空间都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张旭表示，“越是优势
多，越要通过大力创新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一个真正有持续竞争力的区域
对营商环境的追求是勇攀高峰，这有
赖于政府一步一步推动政策创新与实
施落地。”

“现阶段，企业迎来了《横琴降成
本十条》。未来，还将不断制定实施更
多惠企利企新政，不断释放政策利好，
不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张旭表示。

合作区为建设者提供发展舞台

受疫情反复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
影响，不少合作区内的企业都感受到了
压力。张旭表示，横琴与澳门一直保
持着充分沟通，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
经济回暖，为企业渡过难关提供支持。

张旭介绍说，《横琴降成本十条》
体现了合作区政策导向，一方面从外
部环境角度，为企业成长创造更好条
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通过自身，提
高自身竞争力加快发展步伐。

“在横琴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合作
区发展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张旭表
示，一步一步把美好蓝图转变成发展
现实，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同时也需
要一个过程。在合作区不断向前发
展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在不断发现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认为，从调
研对象的总体评价来看，“大家都对
合作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张旭认为，只要沿着《总体方案》
的精神和要求，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合作区就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横琴
降成本十条》已经制定实施了，其政
策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来检验，“政策
带来的积极变化会增强企业信心。”

张旭说，合作区正在迎来越来越多
的企业和人才，他们将成为合作区发展
建设的重要力量，“相信通过每个人的
努力，合作区的愿景和蓝图将变为现
实，我们对合作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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