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值班编委 陈惠贤 值班主任 龙丽娟 责任编辑 杨桦 美编 张一凡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邓扬海

星期三 2022年4月
农历壬寅年三月十三

今日4版 第104期
13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B01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璀璨横琴 流光溢彩

中葡论坛部长级特别会议举行

粤澳将在横琴共建中葡国际贸易中心
合作区开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现场检查

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据新华社电 以“携手抗疫、共谋
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
合作论坛（澳门）部长级特别会议4月
10日举行。以此为契机，中国-葡语
国家防疫交流中心同日在澳门成立。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澳门
中联办主任傅自应为该中心揭牌。

据介绍，防疫交流中心旨在充分
发挥澳门密切联系葡语国家的优势，
以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培训为载体，着
眼长远，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医疗
卫生领域的合作，共同提升应对疫情
的能力，携手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
发展，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这一中心由商务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以及澳门特区政府经
济财政司、社会文化司作为指导单
位，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澳门特区
政府卫生局作为执行单位。防疫交
流中心主要提供疫病防控技术支
援、培训及推广等。

中国-葡语国家防疫交流中心在澳门成立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4月 10日，中

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以下简称
“中葡论坛”）部长级特别会议成功举行。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此次特别会议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形式于北京、澳门两地举行。会议以“携
手抗疫，共谋发展”为主题，与会各方聚焦防疫
领域的经验交流、人员培训与合作，共同探讨
如何利用澳门平台作用，推动疫后经济复苏。

去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正式发布，其中提及将在合作区“建设中
葡国际贸易中心”等相关内容。作为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的新平台，可以通过澳门连接起
葡语国家的“横琴”，也成为此次会议上备受与
会嘉宾关注的“高频词”。

支持在横琴共建中葡国际贸易中心

谈到中葡论坛框架下深化与葡语国家经
贸往来与合作的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表示，要用好澳门平台，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协
同效应，支持澳门建设综合性服务平台，举办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博览会（澳门），支持澳门
和广东在横琴共同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
还将鼓励内地企业与澳门企业通过联合投融
资、技术合作等方式，共同参与葡语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
福祉。

实际上，《总体方案》就已提出，要在合作
区“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和数字贸易国际枢
纽港，推动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这也是合作
区发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的重要内容。在此
前的采访中，合作区内与葡语国家有着业务往
来的企业纷纷表示，《总体方案》的出台令他们
备受鼓舞。

中葡经贸合作及人才信息网运营商、珠海
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运贤
表示，当前中葡经贸往来存在市场体量小、中
葡跨境电商贸易形式及业态单一、澳门的作用
和价值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总体方案》中提
到的‘推动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也正是我们
7年来努力的方向。”周运贤表示，随着中葡国
际贸易中心和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建设，
未来，横琴可以更好地利用澳门与葡语国家
联系的窗口优势，还有澳门国际贸易自由港、
单独关税区等政策优势，将中葡贸易往来推上
新台阶。

多款中医药产品已进入葡语国家市场

当前，横琴正在逐步建设成为促进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的新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
作也将目光投向合作区。中葡论坛常设秘书
处秘书长季先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已经
有一些葡语国家的企业在合作区落户，在粤澳
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孵化的部分产品，已
经在莫桑比克等葡语国家注册销售。

记者了解到，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正持续推动中医药产品国际注册和贸易，截至
目前，已帮助包括澳门企业在内的多家企业共
9款产品在莫桑比克注册成功，其中连花清瘟
胶囊在当地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获得较好
的市场效应；在巴西市场也取得了突破，7款产
品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即将进入当
地市场销售。

澳门老牌药企澳邦制药，2017年进驻产
业园之后，公司产品马交牌莲花万应膏、垃圾
草油两款产品已在莫桑比克成功注册。澳邦
制药（横琴）有限公司技术发展总监刘帝恒表
示：“葡语国家是中医药‘走出去’的一个关
键，而合作区不仅连接澳门及其背后的葡语国
家市场，还连接广阔的内地中医药资源。未
来，中医药可通过合作区和澳门这座桥梁‘走
出去’。”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为进一
步促进国际化税收营商环境建设，
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在广东省税
务局指导下，4月12日，葡语国家及
地区税收合作办公室在国家税务总
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正式
成立运作。这也是全国首个面向葡
语国家及地区的税收合作办公室。

独特定位：
建立税收合作新纽带

为什么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设立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
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际税收管理处处长刘丽表示，这
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税
收征管合作机制成员间的税收合
作，尤其是与葡语国家及地区的税
收合作，也是广东税务部门“普惠+
定向”“走出去”分类服务模式的重
大创新举措。

近年来，我国税务部门深度参
与全球税收治理，持续加强国际税收
合作，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
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税务合作机制
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独有的区
位优势，为成立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
合作办公室提供了有利条件。

数据显示，当前横琴澳资企业
超过4800户，2019年至2021年期
间，澳资企业年均增长47.3%，税收
年均增长13.5%。葡语国家及地区

税收合作办公室有利于充分发挥澳
门对接葡语国家及地区的窗口作用，
进一步深化与葡语国家及地区的税
收合作，助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国际税
收体系，为“引进来”“走出去”企业发
展提供更好的税收服务。

据介绍，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
合作办公室将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加强与澳
门财税部门的合作，全力落实国家对
外开放战略，助力开创合作共赢新局
面。当前，为了让《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中关于“对在合
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其个人所得税
负超过澳门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的
税收优惠政策尽快落地实施，葡语国
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室正在抓紧
制定具体落实办法，将为澳门居民更
加便利地享受政策提供配套服务。

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
室的成立运作得到不少澳门人士的
关注和支持。广东省政协委员、粤
澳工商联会理事长黄仁民表示：“葡
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室工作
开展方向贴切了澳门‘一平台’定
位，非常符合澳资企业和澳门居民
的期望。”

独特职能：
提升税收服务国际范

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
室成立后，税收合作工作开展的落

脚点在哪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主要从“服
务更加精准高效”“优惠政策直达快
享”“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税收
合作交流”四个方面发力。

——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准
对接澳资企业和澳门居民需求，依
托V-Tax平台等“非接触式”服务
手段，不断完善全链条跨境办税新
模式，吸引更多澳资企业和澳门居
民到横琴拓展业务和工作生活。

——优惠政策直达快享。用足
用好用活中央赋予横琴的各项优惠
政策，让针对澳资企业和澳门居民
的税收优惠政策尽早落地，助力科
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
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
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税收领域改
革创新，推出更多高质量可复制推
广改革创新措施，降低跨境要素流
动税收成本。

——深化税收合作交流。加强
与“一带一路”税务学院·澳门合作
交流,共同促进葡语国家及地区税
收合作水平提升，开展葡语国家及
地区税制动态研究，高水平推进葡
语国家及地区“引进来”“走出去”企
业智能化精细化税收服务。

为了更好发挥职能作用，目前
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室
人力资源配备中，超过7成有境外
留学经历，100%为硕士研究生学
历，所学专业涵盖了国际经济、公
共管理、数理统计、法学等。人员
配备充分体现“多元化”“国际化”

“复合型”特点，且注重成员之间的
能力互补。

据了解，横琴税务部门也正在
将高精尖的人力资源向葡语国家及
地区税收合作办公室倾斜，下一步
将补充两名葡语专业人才。此外，
还将从合作区实际出发，安排由国
家税务总局特批招录的港澳籍公务
员在该办公室工作，从而更好地满
足国家和企业对国际税收业务的需
求，为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及地区
的税收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建立税收合作新纽带 提升税收服务国际范

全国首个葡语国家及地区
税收合作办公室成立运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综合服务中心税务大厅。 通讯员 琴瑞轩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
道：4月12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开展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百日攻坚”行动现场检查，督促各
有关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
强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防范遏制事
故发生。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牛敬参
加检查。

检查组一行实地检查了十字门隧
道工程（南岸敞开段）、海琴桥、华发国
际社区（20#）幼儿园、悦澳湾（39#）幼
儿园等多个建设项目，详细了解项目
材料吊运存放、人员管理、安全隐患排
查、风险管控等具体措施，督促各项目
参建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此外，检查组还现场考察了十字
门隧道二线查验场选址情况。

牛敬指出，当前合作区发展势头
显著，各重大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投入
施工建设，各项目参建单位要深刻认
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
势，既要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也要强化

隐患排查，全面提升项目安全管理
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要做到标本兼
治、点面兼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
长效机制，坚决守好守牢安全生产这
条红线。

牛敬强调，合作区目前正深入推
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在建筑
施工等重点整治领域贯彻执行安全生
产“十五条硬措施”；要严格整治央企、
国企安全风险，违法转包、分包安全风
险，危大工程安全风险，特殊作业安全
风险，责任落实安全风险，监管效能安
全风险；要坚持严执法、严问责、动真
格，确保问责到位、整改到位、汲取教
训到位。

同时，合作区所有建设项目要
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要落实好
各项防疫措施，动态更新工地疫情
防控制度和应急预案，强化围合式
管理，认真摸排筛查人员健康状况，
如有疫情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反
应、上报、处置。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肖皓方报道：
4月1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党的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了一批多
角度、多领域、多方向的党建工作实施
举措。其中，针对基层党组织书记队
伍建设，合作区推出“党旗领航·头雁
争先”项目，并计划长期深入开展和全
面实施。

根据该项目实施方案，“党旗领
航·头雁争先”今年计划通过举办一期
书记培训班、成立一批书记工作室、推
进一批书记项目、举办一系列书记讲
堂4项具体举措，推动合作区基层党
组织书记强化政治思想和党性观念，
增强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提升综合
素质和履职能力，更好地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

记者留意到，该项目具有形式丰富
多样、聚焦书记工作的特点，并通过课
堂讲授、案例分析、现场观摩、情景模
拟、实地参观、经验交流和分组讨论等
多种学习途径及工作方法，打造一支专
业化的高素质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

其中，该项目计划在社区成立“老
书记工作室”和“书记工作室”。老书
记工作室由已退出书记岗位的老书记
作为主体，将发挥“传帮带”和广泛联
系群众作用；“书记工作室”主要由现
任党组织书记作为主体，通过亮身份、
亮名片、亮承诺等方法打造群众的贴
心人；此外，还将在教育系统成立“书
记工作室”，着眼青少年思想道德建
设，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另外，该计划还在机关党委、执委
会直属党委、社区工作党委、教育系统
党委中推进一批书记项目。通过围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进行选题立项，用建立书记项目清单，
定期发布工作进度，年底验收工作成
果等方法，以书记项目破解基层党建
工作难题。

据悉，该项目由省委横琴工委党
建工作处组织实施，未来将挖掘项目
内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通过“选
优秀、树标杆”，在合作区内营造“宣传
先进、学习先进、追赶先进”氛围。

合作区围绕基层“头雁”抓党建

推出“党旗领航·头雁争先”项目

4月12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开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行动现场检查。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袁天晓 摄

夜幕降临，横琴大桥上灯光璀璨，拱门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几
个字亮眼夺目，琴澳深度融合发展，繁华正好，未来可期。 吴灵 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为发展热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