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值班编委 张大勇 值班主任 顾祖明 责任编辑 杨金行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韦驰 组版 李志芬

星期一 2022年4月
农历壬寅年三月廿五

第116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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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打卡横琴长隆打卡横琴长隆

税惠“春风”吹进产业园
为琴澳企业发展添动力

聚焦企业“心头事”提升政策精准度

合作区召开首期“琴商交流会”

春末夏初，气候怡
人。一位小朋友在横琴
长隆海洋王国的标志性
建筑——鲸鲨馆前凹造
型拍照留影。（猪宝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报道：4月22日，“琴商交流
会”第一期活动在横琴·澳门青年创
业谷成功举办。活动由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和大横琴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主题为“琴澳同
心，共创未来”，共有26个澳门用地
项目代表应邀参加。

在致辞中，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代
理局长李子蔚表示，合作区揭牌后，
该局从规划编制、政策制定、营商环
境提升、投资促进等方面开展了各项
工作。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介绍合作
区最新进展、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好地为企业
提供优质服务。

交流会现场，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代理副局长张戈围绕合作区投资营
商环境、产业发展情况、优惠政策及
未来工作计划作了详细介绍。张戈
指出，合作区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引
领型企业政策、惠澳政策、集成电路
产业政策、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政策及
人才政策等文件，加紧完善优惠政策
体系并适时推出惠企措施，为企业创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

随后，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还就如何进一步提高产业政策精准
度和直达度、优化对企服务、吸引人
才上岛办公、加强政策支持等内容，
与项目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小到
冷气补贴，大到招商引才，项目代表
们结合企业实际困难踊跃提问。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对相
关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据介绍，在提升合作区商业氛
围、促进招商引资方面，合作区经济
发展局正根据此前出台的《降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综合成本的十
条措施》细化各项具体措施，加紧出
台一批“解渴管用”的政策以降低企
业上岛办公运营成本；同时加强住房

保障、完善跨境交通网络，以期提升
合作区人气、商气和烟火气；另一方
面，合作区经济发展局积极走访企
业，通过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政府的
联动，统筹项目资源，建立重点引进
企业目标库、重点服务企业库。

“招人难”的问题也是项目代表
们普遍的“烦心事”。交流会上，合作
区经济发展局科技与人才处负责人
回应，目前该局正不断完善人才住房
等生活配套，定期在线上线下举行人
才招聘活动，并积极与专业人才服务

机构合作，实现精准化服务。
随后，合作区职能部门与企业通

过面对面答疑解惑、点对点解决问题
等方式自由交流和深度沟通。“通过
这次交流会，最大的感受是政府能急
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相信不
久后，一批惠企政策的落地见效，将
持续优化合作区的营商环境。”东西
汇（横琴）发展有限公司商管中心总
经理陈晨说。

“借今天交流会的契机，我了解
到货物通关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更好

布局企业接下来 3 年至 5 年的计
划。”大昌行澳门物流仓储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尹志业说，目前，大昌行
正在横琴建设一个五万多平方米的
冻肉切割加工物流仓库。

据介绍，“琴商交流会”是合作区
经济发展局发挥政企对接纽带作用
的重要平台之一，未来将针对不同产
业类别及主题定期举办，建立政企互
动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政务服务
水平，加强企业认同感，与企业共商
合作、共谋发展。

□本报记者 钟夏 通讯员 琴瑞轩

近日，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一场别开生面的税收宣传活动吸引了
不少琴澳企业踊跃参与。据了解，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经济发展
局及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
展“税惠琴澳”进园区活动，将税务服
务融入“超级星”园区“优享服务管家”
体系，将为合作区产业园区提供定制
式税务增值服务。另外，今年4月全
新成立的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
公室也将正式进驻横琴·澳门青年创
业谷。

多方协同提供增值服务

目前，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的大横琴Super Star“超级星”
园区超过11个，总面积超230万平方
米，办公人数超6000人，入驻澳资项
目超过220个。横琴税务部门依托大
横琴Super Star“超级星”园区产业
集聚、企业集中的优势，借助招商服务
管家、企业服务管家、园区服务管家、
人才服务管家“四位一体”优享服务管
家体系，实现对园区企业按类分户精
准施策，构建税费优惠政策标签体系，
提供税务增值服务，精准助力合作区
产业发展。

作为增值服务举措之一，葡语国
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室正式进驻横
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国家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将有助于进一步完
善离岸创新创业的机制、政策和服务
体系，促进高端产业要素和资源在合
作区聚集。

今年4月12日，经国家税务总局
批准，葡语国家及地区税收合作办公
室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正式
成立运作，这是全国首个面向葡语国
家及地区的税收合作办公室。该办公
室进驻离岸基地，将主要提供两方面
的涉税服务：一是助力企业“走出去”，

帮助企业提前了解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和税收制度，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精
准的政策咨询服务和税收风险提示；
二是助力外资“引进来”，落实好非居
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用足用
活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海外
科技人员参与科技项目合作，服务中
国企业转型发展和科技创新，吸引国
际高端人才到横琴开展离岸创新创
业，助力合作区产业发展。

“此外，我们还将面向园区企业提
供定制CALL服务，也就是借助园区
服务管家‘触角’，第一时间了解、归集
企业同类诉求和个性需求，即CALL
即应，提升服务精准化水平。”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对于企业的特殊问题和特定需
求，比如合作区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企
业涉外税收服务、创业一揽子涉税服
务等，我们还可以提供专家上门服务

和跟踪服务。”

“一区一站”强化智能联动

如今，走进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有一个税务智能
柜台格外引人注目，它搭载远程视频
受理平台，纳税人人脸比对实名登录
后，在智能导办下，实现表单及附列资
料上传、远程视频办理、资料打印收存
和二维码支付——这就是合作区设立
的首个“惠企便民税小站”。

智能柜台的另一端连接着横琴税
务智能联动服务中枢——港澳纳税服
务专区。为了提高园区企业税费业务
响应速度，横琴税务部门在专区特设“澳
人澳企办问协同服务专席”，为园区企业
开辟“咨询办理一体”的绿色通道，实现
从“办问分离”到“办问协同”的转变。

“我刚才通过智能柜台申请办理
涉税征信证明，虽然不太熟悉办理流

程，但是有工作人员‘面对面’教我，非
常顺利。”澳门创业青年、湾谷科技研
究公司负责人黄茵说。现在纳税人可
以选择使用智能柜台的“屏幕共享”功
能，将自己的操作界面共享给税务工
作人员，由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授，办理
效率大幅提升。

“惠企便民税小站”的设立，让横
琴原有的“一区一厅一中心”智能联动
办税模式进一步升级，形成了“一区”
（港澳纳税服务专区）+“一站”（惠企
便民税小站）+“一厅”（智能税务微
厅）+“一中心”（粤澳工商服务中心）
的立体化服务新格局。

下一步，横琴税务部门还将采取一
系列覆盖更广、联动更强、服务更优的
有力措施，持续完善税费优惠政策直
达快享机制，全方位满足境内外纳税
人的多样化办税需求，全力以赴确保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4月23日，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民生事务局组建的横琴民生志愿者队
伍，联合澳门妇女联合总会琴澳亲子活
动中心、蓝天救援队及珠海彩虹桥社工
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琴澳亲子户外志愿
服务活动”。活动邀请10组琴澳亲子家
庭体验登山休闲运动，并在沿途山间驿
站开展“户外志愿服务知多D”体验课，
提升亲子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突发疾
病和紧急情况的自救互救能力。

观赏横琴美景 学习应急知识

本次“琴澳亲子户外志愿服务活动”
在小横琴山步道展开，活动全程长约
2300米，步行需2小时，途经连理枝、最相
思、听涛驿、乘风台等4个节点驿站。参与
活动的亲子家庭不仅可以登高望远，观山
海相融、城景相依的横琴风光，还可以学
习森林消防安全、绳索逃生、简易担架制
作、心肺复苏急救等应急救护专业知识。

居住在横琴的澳门人高玉婷这次也
带着自己3岁的孩子参与到登山活动中，
她认为这样的活动对自己和孩子都有很
大意义，“我更加了解到横琴的美、了解到

横琴还有这么多可以游玩的地方。”高玉
婷说，“我和孩子都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
登山技巧、突发事项应对，这在平时生活
中也可以用得上。孩子在爬山和各项体
验中，也完成自我挑战，实现了成长。”

壮大志愿队伍 提升服务水平

在本次活动中，横琴民生志愿者队伍
与澳门妇联、蓝天救援队共同合作，在活动
资源供给、活动安全等方面做足了保障。

据了解，横琴民生志愿者队伍于
2022年3月4日成立，目前已在教育、卫
健、文体、社会保障、应急救援、安全生产
等领域设置17支志愿服务分队，成功开
展50余场志愿服务活动，助力疫苗接种
排查及大规模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累计
服务时长达2000余小时，是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民生领域深化对澳合作的新载
体、新平台、新品牌。

“这次活动由琴澳亲子家庭和澳门
妇联、澳门蓝天救援队共同参与，彰显
了琴澳居民守望相助的信心与决心，未
来期待有更多来自澳门的朋友参与横
琴志愿服务，成为横琴民生志愿者队伍
一分子。”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代理局长、
横琴民生志愿者队伍总队长黄宇杰说。

增进琴澳居民感情 壮大民生服务队伍

横琴举办亲子户外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李美琪
报道：4月23日上午，澳门大学校友会

“粤澳合作与澳门创业者的时代机遇”
专题讲座在澳顺利举行。

据悉，本次专题讲座特别邀请中国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澳门大湾区多元
文化交流与产业发展学会理事长石光作
为主讲嘉宾。石光从国际局势、国内环境
等时代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粤澳合作的
发展趋势与潜力，并指出澳门目前发展面
临的挑战与天然存在的优势，鼓励澳门
创业者把握时代机遇，勇争潮头。

石光表示，大湾区“9+2”城市布局
存在“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
珠海”三个极点，其中“澳门-珠海”发
展相对薄弱，因此拥有很强的爆发能

力。此外，澳门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依
托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与优惠的税收政
策等优势，诸多项目与产业均有发展的
可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可以解决澳
门土地、人口等资源限制问题，协助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石光指出高科技、
中医药、旅游和金融行业在粤澳合作中
具有独特优势。

“横琴不仅是粤澳合作的中心，也是
大湾区未来发展的热点，甚至受到亚洲
和世界的瞩目。”石光认为，粤澳合作是
一项崭新课题，诸多事项均无先例，需先
行先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修正。

在现场答疑环节，石光分别就金
融、法律、中医药等产业在湾区的发展趋
势与合作区的创业就业前景等问题做出
解答。

把握发展机遇 勇立时代潮头
“粤澳合作与澳门创业者的时代机遇”讲座在澳举行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李美琪
报道：4 月 23日是第 27个“世界读书
日”。当天上午，由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
公司主办，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妇女之
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妇女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承办的“走进绘本，启悦童心”
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在横琴花海长廊举
办，吸引了众多琴澳居民参与。

据悉，本次活动以家庭为单位，以图
书为载体，在横琴旖旎的自然风光中引
导广大家长陪伴孩子阅读，养成好习惯，
收获知识，激发阅读兴趣，营造家庭阅读
的良好氛围，为推进家庭文明建设、促进
儿童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活动邀请专业老师讲述《小树的四

季》绘本故事，通过故事让孩童了解自然，
树立爱护地球意识，指导亲子家庭通过

“寻找春天，共绘小树四季”体验进一步感
受、接触自然，共度快乐温馨的亲子时
光。家长与孩童在花海长廊搜集自然素
材，利用落叶、落花等材料进行趣味科学
小实验、完成作画，将五彩斑澜的童心世
界描绘在纸上，并分享各自参与活动的成
长与收获。

参与活动的家长表示：“以前很少带
孩子进行户外阅读和自然体验，这次户
外绘本活动让孩子在自然中感受和探
索，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回去后会
尝试多与孩子一起多接触自然、尝试亲
子阅读！”

亲子共阅读 花海伴书香
横琴举办“走进绘本，启悦童心”活动

合作区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为企业代表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惠企便
民税小站。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