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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合作区营商环境

紧盯企业痛点 服务直抵靶心

位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的澳邦制药（横琴）有限公司，正在
筹建一个能满足国内和海外药品标
准的GPM中成药制药厂，实现新药
的研发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我们计
划打造一个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建成
后，年产值预计增长30多倍。”该公
司技术发展总监刘帝恒说。

由于合作区针对便利通关、跨境
金融等方面的实施细则尚未公布，
GMP标准中成药制药厂的建设计划
仍处于商讨阶段。刘帝恒告诉记者，
加快促进合作区与澳门中药材及其产
品的两地互通和跨境资本的自由流
动，将有效解决目前澳门中医药企业
在合作区运营的多项难题。他期待横
琴“分线管理”政策和合作区中医药、金
融领域的具体细则能尽快出台落地。

随着去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未来，合
作区在发展现代金融业方面将用足
用好澳门自由港金融资本优势，有序
推进粤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在跨境
直接投资、跨境融资、跨境证券投资
领域实施更加灵活和便利的金融管
理政策，并逐步探索跨境资本自由流

入流出和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合作区的金融政策创新不仅为实

体经济注入活力，更引来资本“活水”
浇灌多元产业，这也令不少率先“落
子”合作区的国际贸易企业、跨境电商
备受鼓舞。

北大荒（珠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物流、
进出口的综合性贸易公司，通过横琴连
接起东北、华北、华东、川渝等国内市
场。“我们从事大宗农产品贸易，对资金
自由流动需求较高。未来合作区如果
能把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落实好，让合
作区资金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横琴将是
国内对企业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该公司总经理李嘉娃说。

珠海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入驻横琴已有7年。如今，跨境说依
托横琴优越的地理位置，借助澳门商务
优势，与葡萄牙、巴西、佛得角等葡语国
家和地区构建起国际互联互通生态体
系。该公司创始人周运贤表示，跨境电
商对于国际化金融体系要求非常高，澳
门作为自由贸易港的金融优势在合作
区延伸，能让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加
稳健。

期待金融政策创新 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近日，省委横琴工委、省政府横琴办召开2022年工作会议，一串串数字、一项项政策、一个
个目标见证着合作区在聚焦新产业、建设新家园、塑造新优势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阶段性进展，
合作区正通过多项具体举措为发展释放动能。

随着合作区商业、娱乐、生活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各项产业扶持政策、惠企政策的陆续出
台，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合作区“安家”。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逐渐成为合作区吸引人才、企
业、资本等各类优质资源集聚的关键。

那么，已率先“落子”横琴的企业对合作区有怎样的期待？合作区营商环境如何进一步提
升？近日，记者走访了合作区多家企业，受访企业家、创业者表示，希望合作区进一步推进琴澳两
地规则衔接，创新跨境金融政策，完善各项生活配套，为企业创造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雁南
见习记者 陈秀岑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对于企业来讲，最看重的是在发
展中可以享受到的各项扶持和优惠政
策，为企业节本提效。而对于员工来
讲，解决生活中衣食住行问题，提升生
活幸福感，是吸引他们到合作区就业
生活的最重要因素。”李嘉娃说。由此
可见，完善的生活配套是营商环境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良好的生活环境有
助于孕育一方投资兴业的沃土。

珠海申海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熊小华坦言，上岛办公一年以来，
公司约有30%的员工选择在横琴居
住，其余绝大部分还是选择开车往返
珠海市区和横琴，员工面临住房和交
通成本较高的问题。李嘉娃也表示，
目前岛上的生活配套还比较欠缺，公
司和所在办公楼宇没有食堂，平时员
工只能点外卖，而外卖的选择也并不
多。

“进一步优化合作区营商环境，降
低吃住行成本，包括打造更加亲民、平
价的宿舍和饭堂，既可以降低企业留

人用人成本，也是增添合作区人气的重
要方式。”纳金科技创始人雷震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在交通方面，雷震提出五点建议：适
度放宽岛内企业的单牌车进入横琴；降
低岛内企业申领两地牌标准；推动两地
驾照互认；推出更多跨境公交巴士线路
或跨境城轨线路；提高珠海市区来往横
琴的交通便捷程度，早高峰可将城轨列
车发车间隔缩短等。

日前，合作区执委会印发《降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综合成本的十条措
施》，从租金成本、工作人员租房和生活
成本、商业配套运营成本、招聘成本、用
能成本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切实减轻
企业实体经营负担。企业补助力度的加
大、人才补助覆盖面的扩大是博维资讯
系统有限公司总监吴鸿祺的第一直观感
受，他说：“接下来，随着商业、娱乐、生活
等配套更加完善，人才公寓租金可以进
一步优惠的话，企业或人才会更愿意留
在合作区生活，不只是工作。”

期待完善产业配套 加快产城融合步伐

从横琴岛上空俯瞰，一栋栋高高
耸立的写字楼形成了一座“钢筋森
林”，一片充满活力的国际化高端商务
区已“破土而出”。朝东望去，这里与
澳门仅一水之隔。与澳门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的横琴正成为澳门企业独一
无二的成长平台和发展空间。

珠海博维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是一
家澳门土生土长的科技企业，拥有澳
门首个本地营运的网络安全监控营运
中心，长期为澳门各大型企业、银行、
政府部门提供网络基建、信息安全及
云服务。2017年，为“抢滩”粤港澳大
湾区市场，博维来到横琴“试水”，并在
此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总部。

珠海博维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家俊告诉记者，澳门企业一方面
可以在横琴增强自己的实力，进入内
地市场，参与内地城市的企业竞争，促
进公司进一步成长壮大；另一方面可
以借助澳门这一平台连接世界，把内
地一些好的技术、产品输出到海外。

然而，对于澳门企业而言，粤澳两

地资质互认问题，仍是澳门企业在内地
打开广阔市场的一大阻碍。“由于粤澳两
地项目投标制度、流程不同，暂未建立起
资质互认机制，内地投标权限还未对澳
门企业放开，我们目前在横琴无法争取
到更多项目，大部分业务还是在香港和
澳门。”

在粤澳两地进行建筑工程交流时，
全国第一家建筑领域的三地联营企
业——华众联创设计顾问（横琴）有限公
司总经理闫澍同样发现：“一个工程技术
上的问题，它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两地标
准、规范差异的问题，更深层次反映的则
是两种不同法律制度的差异。”在闫澍看
来，资源互补、产业互通、要素互联，背后
是规则的衔接，而实现粤澳两地资格互
认仅仅是第一步。

“我们正在寻找打通内地市场的路
径，希望合作区能为澳门企业放开一些
权限，让更多澳门企业可以在更大的市
场得到更多锻炼。”周家俊说，目前，公司
正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申请CMMI
认证等，争取早日取得内地投标资质。

期待规则深度衔接 推动两地标准互认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企业的获得感、归属感与地区的
营商环境密不可分。如何让合作
区内企业策马扬鞭启新程？不仅
要释放改革红利，更需精打服务

“算盘”。在促进技术、人才、资
本、互联网数据等要素顺畅循环
流动方面，要着力优化审批，简
化流程，为企业发展“减负”。在
提升惠企能力、助企纾困解难方
面，要紧盯企业最痛之点、最盼

之处，为精准服务“加码”。
同时，为加快澳门企业融入

内地市场，合作区需加快构建与
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
系，促使澳门的营商环境延伸至
合作区。服务企业就是服务高
质量发展，只有为产业多元发展
营造一个有温度、有广度、有厚
度的好环境，让“营养土”育出

“参天树”，才能构造出一个活力
涌动的经济市场。

为精准服务“加码”

记者观察>>>

新华社澳门4月12日电 澳门特
区行政长官贺一诚12日表示，要做好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律配套工作，
以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

贺一诚当日列席特区立法会全体
会议，回答议员提问。

贺一诚希望澳门金融业就未来发
展作深入研究和探讨，包括如何利用
澳门资金源、国际资金量在横琴发展，
以及两地行业衔接。他指出，金融业

是澳门重要支柱，期待金融保险业利
用好资金体量，发挥更好作用，不只将
视野局限在澳门市场，而是带动澳门
企业“走出去”。

贺一诚表示，去年澳门债券市场
发展取得一定成绩。澳门发债成本较
低，将有助吸引内地到澳门发债。他
说，在法律配套方面，特区政府金融管
理局正草拟首部证券法及相关法规，
以配合澳门债券市场发展。

贺一诚：

持续做好合作区配套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近日，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发布通
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球观测与导
航”重点专项“城市群经济区域建设与
管理空间信息重点服务及应用示范”
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合格通过。其中,

“珠港澳城市群经济区旅游时空大数
据公共服务应用示范”子课题由珠海
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横琴科技”）牵头承担并顺利通过
绩效评价，这也是该公司第一次完成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记者了解到，自2017年7月课题
启动以来，大横琴科技课题组成员通过
收集粤港澳大湾区基础地理数据、遥感
数据及手机信令数据，完成了对数据的
分析处理和示范平台的搭建工作，并基
于珠港澳城市群基础旅游设施数据、地
理背景数据以及多源时空监测大数据
等信息，开发了游客时空动态的评估和
预测模型。同时，课题组还结合粤港澳
大湾区的地理区位、旅游资源、配套设
施和规划方案，模拟大湾区旅游服务资
源的空间演变与对应的游客动态变化
情景，最终实现了旅游资源和游客时空
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的应用示范。
目前，课题组已在核心期刊发表4篇与

该课题相关的高质量论文。
“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呈

现出业态多元、分散的特点，以往难以
对其进行有效的数据化统计分析并对
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课题组有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对珠港澳城市群经济区
的旅游景观动态模拟结果的总结分
析，可以为横琴、澳门乃至珠港澳城市
群经济区从推进策略、统筹布局以及
产业结构调整等角度，提供旅游业发
展与景观格局调控的参考数据和产业
发展依据，并为游客提供精细化服
务。比如，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完成对
游客动态分布图的制作，可为游客在
景点选择、交通即时查询等方面提供
更细致的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促
进旅游业发展。

据悉，大横琴科技将继续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推动科研技术高质量发
展。持续专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以城市级
智慧运营服务平台为核心，围绕“智能
建筑、智慧城市、数字企业”三大业务
板块进行布局，依托公司强大的科研
能力，为政府、企业提供咨询、规划、设
计、建设实施、软件开发、运营维护等
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体系。

横琴企业首次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为珠港澳城市群经济区
旅游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Messy Play”是一种任儿童自
由发挥、不怕脏乱的玩法。琴澳亲子
活动中心此次开展的“小制作，大创
意”亲子黏土 DIY 活动，就是一种

“Messy Play”。小朋友们可以在活
动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利用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食用材料自制黏土，制作出
各种新奇有趣的作品。本次活动的所
有玩法都由儿童来主导，满足小朋友
自由玩乐的需求，在游戏中发挥他们
最大的潜能。

主办方：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广东
办事处琴澳亲子活动中心

活动时间：4 月 14 日 17:00-18:
00，4月15日17:00-18:00（两场活动内
容相同）

活动对象：合作区亲子家庭（3岁
及以上）10对/场

活动地点：琴澳亲子活动中心二
楼小礼堂

报名方式：通过“澳门妇女联合总
会广东办事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

琴澳亲子活动中心黏土DIY活动

活动话你知>>>

活动邀请社区长者参与，商讨与
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事务，畅所欲言，
发挥居民主观能动性，为社区活动或
其他事项建言献策。本次活动结束后
可获得小奖品一份。

主办方：莲花社区居委会、澳门街
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

活动时间：4月15日10:00-10:40

活动对象：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
（60岁及以上优先）

活动地点：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
广东办事处莲花部礼堂（小可乐科技
一楼）

报名方式：通过居民群发布的报
名 链 接 报 名 ，或 拨 打 联 系 电 话
13318959056

莲花社区“耆言也善”长者中心季度会议

活动将邀请专业摄影师指导社区
居民学习摄影，并邀请琴澳女性参与
拍摄，用镜头记录美丽、记录横琴，共
赴一场留住美丽时光的体验活动。

主办方：荷塘社区居委会

活动时间：4月15日
活动地点：荷塘社区会议室
报名方式：通过居民群发布的报

名链接报名
本报记者 王帆 见习记者 陈子怡

荷塘社区“留住你的美”摄影培训活动

中国国际马戏节在珠海成功举办。（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横琴金融街。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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