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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
4月27日下午，省委横琴工委副书记、
省政府横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执委会副主任聂新平主持召开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五一”假期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三防和信访维稳工作会议，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动员落实合作区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等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当前国内疫情多点频
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合作区
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
足“早、防、细、快”，从严从实、科学精
准筑牢疫情防控防线。要按照“一限
制一倡导”原则加强人员出行管理，高
度警惕人群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
扩散风险。要强化重点场所疫情防
控，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全力
抓好旅游景区景点的疫情防控，持续

加强医院、集中隔离场所、横琴口岸、
建筑工地、校园等重点场所单位的防
疫管理。要强化常态化防控，坚持

“人、物、环境”同防，加强高风险岗位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优化“围合式”管
理。要强化多渠道监测预警，全面把
好基层哨点、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逢阳必报、逢阳即报、接报即查”、“抗
原筛查+核酸诊断”4道监测防线。要
强化疫情处置和应急准备，进一步落
实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医疗救治、隔
离场所、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等资源储
备和工作准备。要按照“政府主导、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原则，进一步压实
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

会议强调，要从细从紧抓好安全
生产，聚焦建设、交通、旅游、危化品、
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层层压实各级
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抓好存量风

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要结合“三
管三必须”要求，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
联动，确保安全生产百日攻坚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从根本上堵住漏洞、消除
盲区。要加大执法处罚力度，严肃追
责问责，以“严执法”倒逼企业“真落
实”，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全力营造安全生产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合作区即将进入汛期，
各部门要切实增强三防工作紧迫感和
责任感。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要求，全面开展防汛安全检
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要加强三防
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应急抢险队
伍建设、培训，加快推进合作区自然灾
害应急综合指挥平台建设，提升合作
区安全韧性水平。要分析研究工作薄
弱环节，广泛开展三防减灾宣传，提高

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筑牢
安全防线。

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进一步抓
紧抓实抓细信访工作。要排查社会矛
盾隐患，努力从源头防范化解社会矛
盾，确保假期发生矛盾纠纷第一时间
介入化解处理。要建立健全定期排
查、情况报告、案件协调和督查追究等
制度，压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制。要
进一步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引导群众
走法律程序，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
好法治思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横琴工委、省政府横琴办领

导班子成员，合作区执委会领导班子
成员、各处局及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聂新平主持召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五一”假期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三防和信访维稳工作会议

抓细抓实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本报记者 钟夏 通讯员 琴瑞轩

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自今年4月
1日起开始实施。退税“活水”来了，
发展“活力”足了，如今成为不少横琴
企业的共同感受。

“970万元退税款对我们来说很
重要，我们公司经常有大宗肉类进口
业务，进口增值税对境外签单成本估
算和采购议价影响较大。留抵退税政
策出台后，我们的国际议价空间更大，
合作伙伴更多，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横琴大昌
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玉
培表示。

大昌行物流中心是澳门特区政府
首批推荐进驻横琴的项目之一，主要
为澳门和珠海地区提供常温、冷链仓

储、保税物流、流通性增值服务等一站
式物流仓储服务。当前因业务发展需
要，大昌行计划在物流仓库中规划建
设一个冻肉切割中心，这笔退税刚好
可以投入到生产运营中去，减轻企业
的资金压力。

横琴是内地澳资企业最为集中的
区域，自4月1日起实施大规模增值
税留抵退税政策以来，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税务部门采取一系列有力措
施，依法规范、高效快捷为纳税人办理
留抵退税，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为
澳资企业发展提供支持。退税究竟给
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受访澳资企
业给予积极评价。

“大规模留抵退税是切切实实的惠
企好政策，我们申请的2400万元留抵
退税很快就到账了，非常高效，帮助企

业增加现金流，缓解资金回笼压力，这
笔退税款我们将投入到技术研发、原材
料购买和生产当中去。”珠海中星微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平表示，中星
微主要从事数字多媒体芯片的开发、设
计和产业化，是国内科技行业的领头企
业之一，当前中星微在横琴的产业研发
基地正在开发建设当中。

为了确保退税及时到位，横琴税
务部门不断优化退税服务，提高审核
效率，加快留抵退税办理进度，对符合
条件、低风险的纳税人，最大程度优化
办理流程，高效便捷地为纳税人办理
留抵退税。

港澳智慧城（横琴）项目发展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容建国是首批澳门纳
税服务体验师，他深有体会地说：“今
年以来，我们申请了490多万元留抵

退税，直接在电子税务局操作，到账也
很快。我们项目现阶段保持资金流很
重要，退税用于再投入开发成本支出、
项目管理费用、支付员工工资，可以缓
解我们的资金压力。近些年国家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切切实实从企业实际需
求和困难出发，为企业持续发展减轻
了负担。”

据了解，为了落实落细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横琴税务部门成立
退税减税政策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实行实体化运作、网格化管理。
下一步，横琴税务部门还将持续用好
税收大数据，对符合留抵退税的纳税
人开展精准宣传提醒，同时借助全业
务“非接触式”办理优势，为纳税人开
展全流程线上办理辅导，确保退税减
税红利准确高效送到纳税人手中。

政策“活水”来了 发展“活力”足了
留抵退税“及时雨”增添横琴企业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报道：为更好地满足市民在
横琴岛内旅游出行需求，4月 30
日-5月8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推出一系列旅游优惠措施，让更多市
民走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感受横
琴的别样魅力。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

和建设局指导下，珠海公交自行车公
司精心策划城市共享自行车优惠活
动，推出感受横琴、骑行享受“5.1”折
优惠措施，市民可以骑着城市共享自
行车畅游横琴，穿梭在青山绿水花海
间，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感受国际休闲
旅游岛的自然生态和户外休闲之美。

活动期间，市民登录微信或搜索
“悦慧行”小程序，扫码骑行横琴的城市
自行车，即享5.1折优惠，多骑多享受。

市民在骑行前，可在“悦慧行”小程
序上查看前往目的地附近的还车站点，
到站点内规范借还车，请勿骑出横琴岛。

新用户注册流程：第一步：进入
“悦慧行”小程序主界面，点击右上角
的开通，阅读并同意横琴自行车出行
免押金租赁服务协议。第二步：根据
指引填写个人信息，开通成功后即可
租车享受骑行优惠。

推荐线路一：赏水赏花路线
坐标：花海长廊一号驿站-花海

长廊二号驿站-花海长廊三号驿站-
芒洲湿地公园

线路描述：骑着城市自行车，穿梭
在青山绿水花海间，最为吸引眼球的
莫过于沿途美景。线路全长约9公里。

推荐线路二：吃喝玩乐路线
坐标：横琴口岸（励骏庞都广场）-

星乐度横琴码头驿站-长隆海洋王国
线路描述：美丽现代，热闹繁华，

途经气派的横琴口岸、欧式的励骏庞
都广场、休闲的星乐度横琴码头驿站、
欢乐的长隆海洋王国，一路领略不一
样的横琴。线路全长约6公里。

“五一”骑行城市自行车享“5.1”折优惠

铃儿响叮当 畅游横琴岛

新华社澳门4月27日电“101钵
子——水禾田作品及张嘉宝衣着设计
展”27日在澳门四季酒店艺廊揭幕，其
中部分作品将进行慈善义卖，善款将用
于支持内地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文艺和
美术教育。

展览以“盛载物、盛满爱”为题，展
出逾40件由水禾田手绘的陶钵及画
作，其中以“二十四节气”为题的陶钵通
过中国水墨书画展现节气独特之美，部
分作品配合张嘉宝设计的服装一同展
出。张嘉宝善于在作品中结合民间艺
术，这次展出的部分服装使用了来自江
苏南通的蓝印土布，并将这种传统布艺
糅合现代设计，展现当下“国潮”风格的
独特魅力。

主办方代表王英伟博士表示，希望
通过展览促进澳门文化产业多元发
展。同时，借助艺术交流平台不断引入
高水平艺术展览，助力澳门建设中西多

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
祖籍广东的华裔艺术家水禾田表

示，艺术和文化紧密相连，把二十四节
气融于陶钵创作内，寓意以钵盛物，也
盛满人间大爱。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展览将捐出10
只陶钵义卖，全数善款捐助彩虹路民族
青少年艺术教育公益基金，用于资助内
地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艺术教育工作。

该基金设立于2013年，由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内地机构和澳门美
术协会联合发起。主要用于资助少数
民族地区农村小学建设“彩虹路快乐美
术”和“彩虹路快乐音乐”教室，组织海峡
两岸和港澳特区艺术家采风探访，举办
公益书画展览，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等。

截至目前，彩虹路公益基金已为内
蒙古、西藏、青海、广西、云南、宁夏等地
的247所农村学校捐建了美术教室和
音乐教室。

澳门办艺术展并进行义卖

资助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文艺教育

据新华社广州4月27日电 广东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的发
布会通报，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流
合作、加强知识产权海外纠纷应对机制
建设、创新知识产权政务服务等方面不
断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持续强化。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马
宪民介绍，2021年，广东持续深化粤
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流合作，累计
开展合作项目356项，包括组织召开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工作座谈
会”，联合港澳举办“2021年粤港澳大
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粤港
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人才发展大会”，粤
港澳海关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等。

2021年，广东新成立国家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佛山分中心，
与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
心广东、深圳分中心一道，加强海外知
识产权风险预警，为企业遭遇的海外知
识产权侵权诉讼、跨境电商平台知识产
权纠纷等案件提供指导服务。

此外，广东推广海外侵权责任险，
中国人保财险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
保险中心挂牌成立，首单海外侵权责
任险赔付业务落地广州。

广东还持续创新知识产权政务服
务模式，联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
权署在全省12个知识产权业务窗口
设置“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问询
点”，面向社会公众开展香港知识产权
业务咨询服务。

当天发布的《2021年广东省知识
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2021年，
广东省公安机关共立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案件1691宗，破案1982宗，涉案金
额30亿元。检察机关共批捕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案件1308件2087人，起
诉1344件2508人。

粤港澳大湾区推进
知识产权服务升级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杨薇
报道：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以班级为
单位开展了“收纳与整理”主题劳动节
系列活动。

伯牙小学劳动学科组按年级设计
了不同的主题：一年级是“学系红领巾、
争做小队员”，二年级是“小小书包整理
师”，三年级是“我给书本穿衣裳”。

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在老
师的指导下，一年级的同学们埋头练习
如何佩戴红领巾。此次活动不仅帮助
一年级的同学们更好地掌握了系红领
巾、敬队礼的方法，还增强了同学们的
仪式感和使命感。

老师让二年级孩子们把书包里的
所有东西都掏出来随意摆在书桌上。

“开始！”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同学们

快速把书桌上的学习用品分门别类地
整理出来，一会儿工夫，凌乱的桌子上
只剩下一个书包，各类学习用品都整整
齐齐地回到了书包里。整理书包比赛，
不但提高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而且使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知道
了做事情要讲方法、有条理。

三年级的同学们手脚麻利地对书皮
纸进行折叠、剪裁，有模有样地操作着，
一本本书在他们灵巧的手上“换”上了新
衣。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体验到了包
书皮的乐趣，也更加懂得爱书、护书。

伯牙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
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基本生活技能，锻
炼了他们的自理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还有利于学生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相
信孩子们能有所收获，成为真正的“生
活小达人”。

伯牙小学开展劳动节系列活动

自己动手争当“生活小达人”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杨薇
报道：为培养小朋友的环保意识，近日，
横琴中心幼儿园由“空调机怎么漏水”
讲起，引发小朋友们对节能环保的思
考，开展了一系列绿色环保活动。

幼儿园老师通过原理讲解、播视频
等多种方式，让小朋友们了解到了空调
为什么滴水，认识到空调水可以重复利
用，用来养鱼、浇花、冲厕等。与此同
时，老师还组织小朋友们绘制出自己设
想的水循环利用装置。

“这个空调机的水管那么短，怎么
浇水啊？”“这个菜地这么大，空调机只
有一点水，怎么浇啊？”“我们可以把水
存起来，变得越来越多。”随着小朋友们
的想法不断涌现，老师向他们讲解了一

些现有的自动浇水系统、植物浇水简易
装置的运作方式，引导小朋友们以此原
理创造出自己的环保浇水装置，并让他
们用绘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经过不懈努力，小朋友们的浇水装置
终于拼接成功。大家将浇水装置设置在
菜地，让装置自动灌溉，心里充满成就感。

“我们要节约用纸，节约用电！”“我
们要珍惜粮食，不浪费！”“保护地球，减
少垃圾！”回到班上，老师向大家讲解了
世界地球日的来历，在问到小朋友们能
为地球做些什么时，大家提供了许多环
保小妙招。老师借此引导孩子们认识
到环保是需要每个人参与的事，鼓励他
们用行动呼吁人们践行环保，让环保成
为大家的习惯。

从空调漏水引发环境保护思考
横琴中心幼儿园开展系列环保活动

伯牙小学三年级学生比赛包书皮。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刘昕怡 摄

4月27日，观众在“101钵子——水禾田作品及张嘉宝衣着设计展”上拍照。新华社发

横琴城市自行车。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