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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坐落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
谷内的中智政源总部办公楼，展厅内
5G消息数字化全真演示平台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一辆遥控车在工作人员
的操控下，模拟从异地进入合作区的
场景。当遥控车通过收费关卡时，支
持5G消息的超屏手机随即收到一条
图文并茂的5G消息欢迎提醒，在消息
窗口内，用户可通过VR技术了解合作
区概览和旅游、美食、景点攻略等信
息，无需跳出短信界面，即可体验各种
生活服务。

植根数字经济沃土 5G消息
应用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5G消息，即RSC（富媒体）消息，
以智能手机上的原生短信为入口，通
过手机号码直接关联运营商网络后，
即可接收并实现搜索、订购、支付、业
务办理等信息交互体验。同普通短
信相比，5G消息融合了文字、图片、音
视频、H5等各种形式，通过富媒体方
式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并实现互
动交流。

中智政源是深耕5G消息的专业
公司，具备RCS协议栈开源、SDK（软
件开发工具包）底层技术开发以及5G
消息chatbot（聊天机器人）的开发运
营实施能力，其自主研发的5G消息综
合管理平台iMOS、协同平台iMOC，
结合5G超屏手机、智能井盖等硬件，
为政企客户提供5G消息融合解决方
案和应用。

中智政源创始人、董事长段雨洛

表示：“5G 可以助力城市精细化管
理，整合各部门的业务系统。基于
5G 低延迟、高速度的特性，我们以
5G消息形式定制统一的业务融合入
口，在各业务系统间串起一张高速
网。”中智政源的产品即是通过对当
下政企分散式服务进行整合，全闭合
运营，提高在线业务办理效率，从而
实现降本增效。

在2021年，中智政源就自主研发
出“5G智能井盖”产品，通过物联网连
接到5G消息管理后台，赋能城市管理
部门对城市道路井盖进行全周期的闭
环管理。“若井盖发生损毁或出现水溢
等险情，内嵌无线模块设备会通知

就近维修人员进行处理，避免危险发
生。”段雨洛介绍，该公司的“5G智能
井盖”已在河南省得到应用推行。通
过这种“软硬融合”的创新，该公司将
5G消息场景进行细分，基于场景服务
进行推荐，为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数字
化“添砖加瓦”。

推动短信业务再次变革 5G
消息或迎来更多场景落地

“公司每一个板块里边的场景或
者产品都是伴随客户和社会的需求不
断演变的，涉及的产业看似各自分离
独立，但他们都离不开移动通信网络
这一底座。”段雨洛说。

在段雨洛看来，5G的通信技术推
动了短信业务的再次变革，他认为：

“应用互联网应该直接构建在运营商
的通信网络之上，基于通讯云上面去
做企业运营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

5G消息基于运营商通道IP技术，
能实现底层传输；全面升级基础通信
服务，可实现全球运营商用户的互联
互通，一个建构在短信入口的“通信互
联网”正在形成。与此同时，产业的数
字化转型将给5G消息带来更多的场
景落地。

落户横琴 加速推广5G消息
和5G技术应用

今年3月，中智政源正式在横琴
“安家”。“合作区可以满足企业的个性
化需求”是中智政源落户的重要原因
之一，“公司智慧农业项目交付周期
长，长时间占用公司流动资金，合作区
相关部门听取了我们实际困难和诉求
后，第一时间给予反馈并积极帮助我
们寻找解决途径。”段雨洛说，“合作区
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是其他地区无
法比拟的，粤澳两地人才加速流通后，
希望澳门年轻人能通过中智政源的平
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在澳门本地
推广5G消息和5G技术应用，这会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根据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主办方
GSMA（GSM协会）智库预计，2025年
中国5G连接总数将增至8.92亿，成为
全球最大的5G市场。段雨洛亦十分
看好5G消息行业的市场前景：“我们
大概估算过，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5G
消息行业会有将近1万多亿人民币的
市场空间。”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开发
者奔赴到5G消息的生态蓝海之中。”
段雨洛说。

中智政源“软硬融合”创新5G消息业务

助力合作区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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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无限，长隆海洋王国

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长隆海洋王国，游乐设施丰富多元，
大人孩子都收获乐趣。 阿超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线上答
题、线下打卡、手绘画报……4月15
日，是我国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省委横琴工委国安办以总体
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按照省委国安办
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筑牢合作区
国家安全底线·喜迎党的二十大”主
题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吸引
了数万名琴澳居民参与，掀起了宣传
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潮。

这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
以来首次举行“4·15”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为营造“国家
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按照政
府主导、社会响应、群众参与原则，横
琴国安办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七进”活动，通过整合资源、多方
共建、精准宣传等方式，组织了国家
安全知识线上答题、科技安全专题教
育、国安法普法宣传、共建国安宣传
阵地、国安短信精准投送等活动。

其中，国家安全知识线上有奖答

题活动采用不同于以往的知识问答
形式，答题场景中设计了多个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动场景，并结合线
下活动，在横琴花海长廊一、二号驿
站等地设置打卡点，琴澳居民通过阅
读学习国家安全知识推文等方式，可
参与体验横琴文旅项目，在带动横琴
文旅市场人气提升的同时，也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果。

来自澳门的陈先生告诉记者：
“今天带小朋友一起来到花海长廊驿
站，参加国家安全知识答题活动。这
种宣传形式新颖有趣，小朋友也能把
国家安全知识记在心中。国家安全
知识就是要从娃娃抓起。”

同时，为体现粤澳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特色，合作区还与4月15日在
澳门开展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
接轨，横琴国安办联合澳门妇联广东
办事处琴澳亲子活动中心，组织琴澳
小朋友手绘国安画报，从小培养国家
安全意识。

合作区多形式开展
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营造“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浓厚氛围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每年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近日，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
验小学在校园内开展了一系列国家
安全教育活动。

在近一周内的时间，该校正门大
厅屏幕上展示保护国家安全的相关
知识，课间或午饭后班主任带领各班
学生到大屏幕前了解学习；该校阅读
活动中心则利用校园电视台特别制
作《朗读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特别
节目，为学生讲授国家安全知识，增
强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美术老

师利用美术课指导学生绘制漫画，遴
选出许多优秀作品，特别举办了“国
家安全漫画展”；道德与法治老师特
别设计国家安全专题课，讲授国家安
全知识，展开国家安全主题辩论赛。
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活动在拓宽学生
们的知识储备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
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一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旨在让全校师生进
一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受新时
代国家安全成就，今后以实际行动切
实维护国家安全。

子期实验小学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整理：本报记者 肖皓方
特别鸣谢广东华商（珠海）律师

事务所岩羊应用法律研究团队提供
支持

澳门企业主内地用工第一课：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很重要
典型案例：

澳门企业主未与内地雇员签订劳动合同
法院判决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谢婉婷，广东华商（珠海）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专业领域为公司运营与
治理、破产重整及清算，珠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册的破产案件个人管理人。
著有法学著作（合著）《港澳居民大湾
区置业实务指南》《澳门居民大湾区生
活法律百科》《点样买二手楼》等。

律师简介：

《总体方案》出台、合作区挂
牌成立、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推
出……近年来，横琴和珠海的发
展不断加速，不少澳门居民看中
了大湾区与合作区的发展机遇，
纷纷来琴来珠投资创业。与澳门
自成特色的文旅餐饮产业一脉相
承，不少澳门的咖啡馆、奶茶店、
面包店凭借更低租金和人工成本
的优势在内地落地开花。

但对于在内地的澳门创业人
士而言，或多或少会在劳动用工
领域遇到一些新的麻烦和困惑。
谢婉婷表示，该类纠纷的产生，一
定程度上是两地法律在劳动合同
形式上的规定存在差异而导致
的。

某凉茶品牌在珠澳两地有一定名气，其澳门经营者
决定拓展市场，于是在珠海香洲区又开了一间凉茶店。
该店面于2017年3月招聘了内地员工小罗（化名），当年
11月小罗离职。在该店负责人看来，凉茶店和小罗之间
的劳动关系变化十分正常。不料，小罗在离职后申请了
劳动仲裁，索赔2017年4月至11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差额两万余元。由于凉茶店方面在劳动仲裁阶段
未出庭应诉，被劳动仲裁裁决败诉。

随后，店方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双方用工期间
对薪酬待遇等没有争议。同时，在小罗工作期间，店方并
没有侵害其合法的员工权利，双方对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进行过协商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员工不顾双方协商结
果，以未签订劳动合同及未购买社保为由提出辞职并要
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店方故请求法院判决无需支付二
倍工资差额。

最后，法院审查认为，凉茶店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与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店方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其与员工签订过劳动合同，最终判决店方败诉。

内地与澳门对书面劳动合同要求有差异
内地需在员工入职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谢婉婷表示，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在内地，建立劳动
关系时签署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起施行以来，内地劳动
者一般对于自身享有哪些劳动权益都有所了解。与此同
时，内地和澳门劳动法律规定有不少差异，而澳门企业主
因为习惯原因往往容易忽视两地法律的差异，导致了不
必要的纠纷。

例如，对于劳动合同的形式两地就有很大不同。内
地法律要求除了非全日制用工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外，必
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澳门除了具期限的劳动合同和
聘用未成年人或者外地雇员的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方式
订立以外，一般的劳动合同对形式没有限制，可以口头或
者书面方式。因此，部分习惯了在澳门以口头方式订立
劳动合同的澳门中小企业经营者，在内地最常遇到、也最
不理解的被员工索赔的项目之一，就是“未签书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珠海曾出现过不少此类案例。

谢婉婷建议来内地投资创业的澳门企业主，需要重
视内地相关劳动法规，在内地劳动用工的第一步，首先需
要在员工入职一个月内，按法律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那么，是否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就必须要赔偿二倍
工资呢？谢婉婷表示，存在以下情形免于支付赔偿或有
支付上限限制，包括“特殊人员”“争议时效”和“用工满一
年仍未签订劳动合同”这3类情况。

澳门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曾经聘用内地居民老林
（化名）为其外地雇员，老林在“蓝卡”到期后便返回内
地。2019年该公司计划在拱北开店扩展业务，于是再次
找到老林，由老林负责协助筹办珠海公司，包括工商注
册、场地租赁装修、人员招聘等事项。

2019年7月该企业珠海公司成立后，老林担任经理，
并负责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一年后，老林与澳门股东发
生纠纷被公司辞退。随后，老林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
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五十万余元，以及各项工资、提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等。

但是，劳动仲裁机构就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一
项存有争议，认为老林在公司担任经理，负责管理工作，
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其应承担的工作职责内容。由于老林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履行要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工
作职责，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未签劳动合
同责任应由其承担，因此驳回了老林的这项请求。

是否赔偿、如何计算二倍工资有说法：
存在“特殊人员”、争议时效、用工满一年仍未

签订劳动合同3种情形

谢婉婷表示，根据以上案例可知，某些有劳动人事管
理职权的“特殊人员”，如公司负责人、人力资源负责人
等，在劳动关系中负有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举证责任。
如果该人员不能举证证明其曾要求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二倍工资。

此外，如果双方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合伙关
系；或者聘用了退休人员，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也属
于无需支付二倍工资的情形。“二倍工资属于惩罚性赔
偿，虽叫‘工资’，但不是劳动报酬，需要适用一年仲裁时
效。”谢婉婷解释“争议时效”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规定，相关赔偿从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起往前倒
推一年、按月计算，对超过一年的二倍工资差额不予支
持。因此，用人单位最常用的抗辩理由是“时效”。

另外一项情形是用工满一年仍未签订劳动合同。按
照内地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再支付用工之日起满一年后未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也就是说，未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情形下二倍工资的支付最长不超过11个月。

此外，如果澳门企业主虽然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名称
为劳动合同的书面协议，但是存有入职登记表、入职审批
表载明工资、岗位、劳动期限等劳动合同的法定要件的，
也可以视为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典型案例：

内地员工具有劳动人士管理职权
劳动仲裁驳回支付二倍工资请求

中智政源总部办公楼展厅内的5G消息数字化全真演示平台。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