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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

横琴花海长廊马骝洲水道，一只海鸟站在航标灯塔上，弓着脖子眺望
远方。 林集源 摄

□本报记者 钟 夏
通讯员 岳瑞轩 琴瑞轩

早上8点，谢智坐上了从澳门开
往横琴的通勤班车，班车驶过莲花大
桥，从横琴口岸开出，短短半小时的车
程中，他习惯性在手机上浏览新闻，关
注琴澳两地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澳门居住，在横琴工作，像我
一样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横
琴口岸开通后，跨境通关非常便利。”谢
智对横琴发展有切身感受，“这些年横
琴变化太大了，我亲眼看见横琴口岸、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横琴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等一个个新地标拔地而起。”

伴随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的脚步加
快，有形的改变在拔节生长，无形的浸
润在扎根伸展。

推动中医药走向葡语国家

作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的财务负责人，与“税”打交道是谢智
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推
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是产业园发
展的初衷，我们组织了中国（澳门）传

统医药国际合作论坛、中葡论坛传统
医药研修班、佛得角传统医药论坛活
动、莫桑比克针灸基础培训班等境外
活动，这些境外活动的涉税费事宜，税
务部门会专门派人给我们辅导。”谢智
说，产业园入驻企业已有9款产品在
莫桑比克注册成功，7款产品获巴西
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

前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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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智
认为，这一举措将为中医药产业向葡
语国家市场拓展提供更好支撑。

税收优惠累计超2.5亿元

时间回到2011年4月，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正式落地横琴，谢
智不知不觉中也在横琴工作了多年。
其间，谢智亲眼见证了产业园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及产业孵化基地
等一体化全链条的形成，见证了科技
成果在园区的落地、孵化和转化，见证
了澳门中成药首度获批内地注册上
市……目前，在产业园内生产经营企
业达到220家，其中产业园平台培育
的澳资企业有54家，占比近四分之

一，产业链条覆盖中药制造、医疗器
械、生物诊断等各领域，已逐渐形成一
定的产业集聚氛围。

“产业园落地运营以来，得到了税
务部门一路支持，我们累计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减免金额超过2.5亿元，政
策享受也很便捷，虽然我是一名从澳
门来的财务人员，但并没有感到什么
不适应。”谢智笑着说。

打造“5分钟办税服务圈”

除了税收减免，不断升级的税务
服务也让企业感受到横琴良好的营商
环境。“园区企业不断增加，业务量也
逐步提升，像发票类、证明类业务等日
常高频业务就近办税需求日渐突出。
在一次税企座谈会上，我们向税务部
门提出了这个诉求，没想到很快就得
到了解决。”谢智说。

为更好地响应企业诉求，税务部
门围绕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
重点产业园区、创业园区，提供个性化
税务服务和配套。其中，在产业园开
设首个智能税务微厅，为园区企业和
附近企业提供便利化、全功能办税服
务渠道，打造“5分钟办税服务圈”。

不仅如此，横琴税务部门今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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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智
以办理一项发票业务为例，从在办公
室提交申请，到去智能税务微厅取票，
前后只花了不到10分钟。这得益于税
务部门创新运用人工智能AI技术实现
发票票种核定智能自动审批，产业园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登录电子税务
局“全天候”办理发票申领，再到园区内
的税务智能微厅自助领取发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要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
业。着眼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生产基
地和创新高地，优化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发展路径，以国家中医药服务
出口基地为载体，发展中医药服务贸
易，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特色
的医药创新研发与转化平台。

谢智对合作区的发展前景充满
信心：“现在中医药产业正在合作区
逐步生根、开花结果，区位优势和税
收、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
合作区助推入园企业快速发展成长，
为澳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
更好环境。”

“我看见中医药产业在横琴生根开花”
便捷高效的税务服务助力产业园区快速发展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4月 21
日，工商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
成功办理合作区首笔3220万元人民币
融资租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这也是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以来，粤澳两地金融机构办理的首笔
融资租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进一步丰
富了金融机构跨境转让资产品种、拓宽
了资产转让渠道。

据了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笔
融资租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突破传统融
资模式，以租赁项下国内信用证福费廷
模式办理，将大湾区内一家大型制造业
企业的生产设备融资租赁资产转出至澳
门金融机构。

据工行合作区分行有关负责人介
绍，首笔融资租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的
顺利落地，是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服务澳门现代金融产业创新发展要求的
具体实践。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创新跨境金
融管理，加强合作区金融市场与澳门、香

港离岸金融市场的联动，在跨境融资领
域，稳步扩大跨境资产转让范围。工行
合作区分行积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在
广东省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
自律机制指导下，成功试点合作区首单
融资租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充分体现
了工商银行粤澳两地机构紧密联动优
势。为盘活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拓宽了
融资渠道，有效促进粤澳金融资金资产
双向跨境流动，通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小循环”嵌套集团全球“大循环”，助力
大湾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更好地
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该负责人表示，该业务的成功办理
也是工行合作区分行继创新推出跨境人
民币账户融资、跨境票据资产转让和创
新QFLP基金管理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有
益探索。未来，该分行将不断丰富跨境
转让资产品种、稳步拓宽资产转让渠道，
持续打造粤澳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平
台，为粤澳高质量发展、丰富“一国两制”
创新实践贡献金融力量。

合作区首笔融资租赁资产
跨境转让业务落地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4月19日
下午，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管网公司联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市政管理署，在横琴
环岛北路举行2022年防风防汛应急演
练，模拟合作区遭遇极端灾害天气，磨练
各方面的应急抢险能力。

当前，“龙舟水”集中降雨期正在
逼近，易发持续性、大范围、极端性强降
水，做好防汛工作刻不容缓。本次演练
旨在检验我市供排水管网部门面对强台
风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时的联动机制、
应急反应速度和协作配合能力。

本次演练模拟场景为合作区遭遇超
标准特大暴雨，横琴大桥交环岛北路路
段受强降雨影响，山脚的临时排水沟出
现坝体垮塌，山水冲击市政路面，出现大
面积水浸。

接到险情通知后，管网公司立即启
动防风防汛应急预案，安排防汛班组携

带抢险物资前往低洼水浸位置，一边做
好安全围蔽，打开周边雨水箅和雨水井
盖进行排水，填补坝体缺口；一边安装水
泵启动大功率应急排水抢险车抽排雨
水；一边安排挖掘机开挖水沟分流。三
组抢险人员分工合作，保证排涝抢险工
作有序进行。

然而，随着演练所模拟的汛情发展，
新问题接踵而至，横琴环岛北路北环隧道
停电，低位排水泵站无法启动，大量路面
雨水进入车行通道导致水浸，车辆无法正
常通行。发现险情后，管网公司防汛班组
立即出动，疏导受困车辆、挡水防涝、抢抽
隧道积水，争取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行。

本次演练共投入人员80余人、吊车
3辆、挖掘机2辆、应急发电车及应急排
涝抢险车一批，首次全程使用防汛云平
台系统与无人机系统支持应急通信，验
证了应急指挥中心和现场双向通信的有
效性。

遭遇超标准特大暴雨怎样防御？
多部门联手在合作区开展应急演练

抢险人员集结参加演练。 通讯员 陈健 摄

□本报记者 钟夏

弹指一挥间，横琴自贸片区挂牌
成立至今，已历经7个年头。

2015年4月23日，中国（广东）
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片区正式挂
牌。作为广东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
之一，与澳门隔水相望的横琴自贸片
区，在成立之初就被赋予“打造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这一
功能定位。

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
现代产业更强、辐射范围更广……起
笔于春天的壮丽蓝图，加速转化为

“施工图”和“实景图”，不断跑出令人
惊艳的“横琴速度”。

发展千头万绪，必须抓好其中“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7年来，横琴
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对标高
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在政务服务、通关
便利、金融创新、法治建设、信用监管、
廉政建设等方面做出尝试和探索，推
出622项改革创新措施，形成一大批
可复制推广的“横琴经验”，努力走在
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前列。

其中，横琴自贸片区4项创新案
例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
例”，56项创新案例入选广东省五批
次改革创新案例，34项入选广东自
贸试验区周年最佳案例；68项创新
措施成为广东自贸试验区7批（146
项）可复制推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
分；先后4批30项创新措施在珠海
市复制推广。

改革风劲，创新潮涌。如今，在
横琴注册的科技型企业约1万家，其
中澳资企业近800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326家。已建成科技企业孵化
器、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国家级和省
级科技创新平台18家。

横琴总部大厦、横琴国际商务中
心、横琴国际金融中心、粤澳合作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俯瞰横琴自贸片

区，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平台载
体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加快建设，“粤澳先进智能计算联合
实验室”获批立项，芯耀辉、一微半导
体、集创北方、极海半导体、达安创谷
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平台先
后落地，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已投
产算力达116亿亿次/秒、全面建成
后算力将达到400亿亿次/秒……经
过7年的摸索与实践，横琴自贸片区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满是欣欣
向荣的新气象。

就在2021年，横琴又一次迎来
历史性机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正式挂牌，立足服务澳门、推动琴澳
一体化发展，横琴正抢抓历史性机
遇，全力推进重大政策、重大平台、重
点项目落地落实。

新产业，是横琴自贸片区发展最
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品牌和名片。以
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为例，横琴全
力打造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仁和横琴（国际）中医药创新中心、横
琴国际生命科学中心等多个产业平台
项目，陆续培育和引进了广药集团、丽
珠圣美、盈科瑞、原妙、分子态等多个
重点企业和项目。

发展的“热度”源于改革的“深
度”和创新的“力度”——

前不久，澳门法律专业企业
MDME 有 限 公 司 合 伙 人 Tiago
Vilhena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
门办事处内，使用自助发照设备现场
打印并领取企业营业执照，实现足不
出境即可落户横琴。

横琴岛西北角、广澳高速路边，横
琴大昌行物流中心有白绿相间外墙的
大型仓库格外显眼。送货进仓、装车
出库……穿梭往来琴澳两地的货车
不时停靠于此。根据出库订单，工人
们熟练地将一批批民生物资装车运往
澳门。

“海关部门在跨境通关上做出很
多新尝试，让我们很有获得感。比如
一批肉类，只要澳门官方签发了相关
证明文件，再进横琴冷库就不需要重
复提交文件、重复检疫。”横琴大昌行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萧志
伟介绍。

从率先试点实施“进境暂存中转
澳门食品检验检疫监管创新”到推出

“100%非接触式”办税新模式、二手
房交易“带押过户”五合一服务新模
式，横琴自贸片区正着力寻求“点”上
的重点突破，充分发挥改革创新“尖
刀兵”作用，在砥砺前行中奋力书写
新的时代答卷。

基础设施软硬联通和民生融合
加快推进也成为一大亮点——

合作区“一线”横琴口岸（二期）
工程正加快建设，“二线”基础设施开
工建设，力争今年上半年完工，基本
具备封关运作条件；

澳门机动车入出合作区配额总
量增加至1万个，加快推动全面放开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

“澳门新街坊”综合民生项目加
快建设，预计2023年建成，将为澳门
居民提供约4000套住房……

“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选择到横
琴扎根，政府也给他们提供更加便利
的生活条件以及创新创业环境。”澳门
青年何国涛在横琴创办普强时代（珠
海横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立志在人
工智能语音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更长足
发展。

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通
关效率的持续提升，各方投身横琴开
发建设的热情高涨，粤澳半导体基金
项目、空客直升机中国总部项目等12
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户，形成加快
建设的示范效应。

南海之滨，春风浩荡。殷殷嘱
托，催人奋进！

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
体制下，横琴正一步一个脚印，齐心
协力向未来；一段段创新与开放交织
的旋律在濠江侧畔激荡，唱响更加精
彩“春天的故事”！

乘风破浪正当时
——写在横琴自贸片区挂牌7周年之际

横琴正抢抓历史性机遇，全力推进重大政策、重大平台、重点项目落地落实。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