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 张大勇 值班主任 顾祖明 责编 叶维佳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韦驰 组版 邓扬海

星期一 2022年5月
农历壬寅年四月廿三

今日4版 第139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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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 实
习生伍芷莹 李美琪报道：5月20日上
午，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微电子研发
中心新址启用仪式在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举行，该新址的启用标志着微
电子研发中心进入新阶段。

据介绍，澳大将以科技创新发展
为主导，通过微电子研发中心构建特
色芯片设计、测试和检测的微电子产
业链，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形态、产业布
局，实现研发成果转移转化落地，助力
合作区构建技术创新和转化中心，为

澳门、珠海以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未来
科技城贡献新动力。

“微电子研发中心新址的启用将
进一步提升该中心的成果转化能力
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合作区构建特色
芯片设计、测试和检测的微电子产业
链添砖加瓦。”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
致辞时表示，澳大将充分整合现有科
研实力，以“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科技
主体，以微电子研发中心为创新载
体，承担微电子领域前沿技术研究

与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加速科研成
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合作
区建设“中国芯”国际化的“桥头堡”
助力。

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代主任麦
沛然，就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微电子研
发中心的建设情况与未来发展规划
作了报告。他表示，通过澳门、合作
区的资源和政策，依托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研发实力，将澳大的科研人才留
在合作区，为合作区的企业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与服务，是微电子研发
中心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蓝图重点。

“中心迁入新址后可容纳人才量大幅
提升，大概翻了两倍，今年8月招生后
预计将有约80名人员在这里进行研
究工作。”

麦沛然认为，新址启用是微电子
研发中心未来与企业建立长期友好合
作关系、共建联合实验室、壮大工业盟
友队伍的奠基石，构成粤港澳大湾区、
澳门大学的“聚合变”连体效应，由澳
大科研实力配合国家集成电路发展大

局，助力澳门、合作区微电子产业链建
设。

据悉，2019年，澳门大学在合作区
设立首个产学研基地——珠海澳大科
技研究院，通过该基地与内地企业、高
校等共同开展高水平的产学研合作。
其中，微电子研发中心依托澳门大学
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
家重点实验室（横琴分部），主要研发
转化数据转换和信号处理、无线通信、
生物医学工程、电力电子控制器芯片
等领域科技成果。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凸显人才聚集效应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微电子研发中心新址启用

□本报记者 耿晓筠

为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让利于民，
优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营商环境，在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指导下，横琴
银行业打出“组合拳”，让支付减费让利
政策“红利”直达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市场主体，助力合作区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靠前服务”助推减费让利见实效。
自2021年9月30日支付降费新政实行
以来，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指导横
琴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一线，积极走访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相关企业，并推
出包括对银行账户服务、转账汇款、电子
银行、银行卡刷卡等多项业务的减费让
利举措，把国家减费让利政策的“真金白
银”送到企业手中。据统计，自2021年
9月至今，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分行等26家银行，累计为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企业减免支付服务
费用近800万元，惠及企业3.2万家。

“精准发力”让纾困措施直达基层。
“回家湘”餐饮公司是珠海湘菜“领军”企
业，受疫情冲击，企业经营遭遇困境。农
业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在走访
横琴企业时了解到该公司困难后，减免了
企业一系列门店对公结算账户开户费、套
餐费、短信通知等系列费用，合计减免费
用超过万元。“回家湘”餐饮公司财务部门
负责人黄女士表示，“人民银行‘实打实’
的减费让利，大大降低了餐饮企业的经营
成本，也让我们有了继续经营下去的底气
与信心。”据了解，因支付减费让利得到实
惠的，不仅有“回家湘”餐饮公司一家企
业。自疫情发生以来，受影响较大的餐饮
企业一直是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关
注的纾困帮扶重点对象。近一年来，横琴
银行业把降费让利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切入点、着力点，切实降低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经营
成本，在推动减费措施落地见效的同时，
切实做到降费不降服务。

“主动对接”助小微企业轻装上阵。
为助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专精特
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珠海市中
心支行指导横琴银行业主动对接，为企
业量身制定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珠海
市威旗防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三
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珠海市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减轻疫情对
企业的冲击，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
指导中信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
主动联系企业，对企业开户手续费、账户
管理费、网银服务费、汇款手续费等进行
减费优惠，并为企业提供普惠贷款及代
发工资业务，这一系列举措让企业节省
财务支出近3万元。为了让更多的小微
企业从减费政策中获益，自2021年以
来，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多次组织
横琴金融业统一开展降低支付手续费承
诺公示活动，包括建设银行、珠海华润银
行、创兴银行、广州农商银行等众多“落
户”横琴的商业银行，坚持“应降尽降”原
则，积极落实降费政策，实施包括开户
费、网上银行年服务费和USB-key工
本费等多项业务手续费减免，以实际行
动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有效推进”让港澳企业获实惠。自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成立以来，区
内的港资、澳资中小企业已近8000家。
为了让港资、澳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在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横
琴银行业高度重视对港资、澳资企业发
展的帮扶。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分行主动为区内澳资企业横琴跨境说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量身定制”减费让利
措施，对企业减免开户手续费、代发薪服
务费、账户维护费、汇划手续费，并为企
业提供普惠贷款支持，让企业节省财务
支出近10万元。据了解，自2021年9
月30日以来，横琴银行业源源不断引入
金融“活水”，为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的金融支付支撑。工商银行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分行减免包括澳资企业在
内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合
计1400户，减免人民币结算服务、电子
银行服务、标准类商户借记卡收单服务
费以及优惠类商户收单服务费等合计
160万元。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5 月
22日，为进一步促进琴澳教育融合，
让澳门居民更好了解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教育资源配套情况，以及学校
办学情况，感受合作区学校文化底蕴
和特色办学成果，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举办2022年澳门居民参访横琴学校
活动，组织约100名澳门家长分别到
合作区 6所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参
观交流。

近百名澳门家长分三条路线进
行参观，分别参观走访首都师范大
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横琴中心
幼儿园、横琴第一小学、首都师范
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横琴哈罗
礼德学校、横琴华发容闳学校 6 所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澳门家长
实地参观了解学校的校园环境、软
硬件设施设备及校园文化。学校还
为家长进行现场宣讲和答疑，介绍
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特色、课程设
置，以及合作区当前的招生政策等
情况。

澳门家长纷纷表示，通过这次
活动对合作区教育资源配套和发展
现状有了全新的了解，期待未来澳
门学生可以享受合作区优质教育资
源。澳门居民唐女士在参观走访了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
和子期实验小学后表示：“学校空间
设计非常好，地方宽敞明亮，功能区

健全。”她表示对合作区未来发展
前景十分看好，横琴学校的教育理
念非常符合她的预期，希望孩子今后
能够在横琴就读，在这里充分感受多
元文化融合。澳门居民林先生家中有
3个孩子，经过此次走访，他感到横琴
学校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
教育理念，都非常符合他的需求，他决
定将孩子送到横琴学校就读，并且
坚定了以后到横琴创业和发展的
想法。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
园副园长张露霞说：“子期实验幼儿园
致力于打造一所既有国际视野又具中
国特色的研究型幼儿园。园所将逐步
开展沉浸式英语游戏活动，与澳门学
子日常生活有更好的链接。”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
学校长曹伟介绍，子期实验小学学
生群体除了横琴本地学子，还有港
澳跨境学童以及外籍生源，为了让孩
子更快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该校开
设了“大家学粤语”课程和一系列琴
澳特色课程，让学生更加了解琴澳
两地。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代理副局长冯
方丹表示，合作区实行教育发展多元
化的办学模式，并以高标准及国际化
为目标，加快推进横琴基础教育现代
化水平，十分欢迎澳门学生来横琴就
读。希望澳门家长通过本次参访活动

对合作区教育资源有更直观、更深入
的认识。

目前，合作区共有 11 所教育机

构，其中公办学校7所（含小学 3 所、
初中 2 所、幼儿园 2 所）；民办教育机
构4所（含幼儿园 1 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 2 所、培训机构 1 所）。2022 年春
季学期合作区在校生超 5200人，其
中澳门籍学生超140名。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2022年秋季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公办幼
儿园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已发布。记者
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获
悉，自5月8日正式开始招生报名以
来，陆续收到家长来电来访咨询招生
问题，主要有“学生户口将于近期迁入
横琴能否报名？”“合作区内公办和公
办学校间还能转学吗？”等问题，合作
区民生事务局就其中10个热点问题
进行回应，为家长答疑解惑。

1.注册申请时，选错了申请类型
怎么办？

答：注册申请时，选错了学生类
别，进入报名界面后将不可修改。出
现这种情况时，请家长在招生报名期
间（5月8日-31日）持学生户口簿到合
作区民生事务局招生临时服务窗口申
请重置。

2.学生户口将于近期迁入横琴，
能报名吗？

答：学生户口将于近期迁入横琴
的，可于招生报名期间（5 月 8 日-31
日）在网上按现有非户籍生类别进行
报名。

如5月31日前在招生系统报名成
功，但学生尚未完成入户横琴手续的，
请在7月30日前到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教育发展处补交入户材料，资料补齐
后做学位安排，有可能调剂到非“第一
志愿”公办学校就读。

3.三代直系房产的户籍生可以报
“户籍1”类别吗？

答：类别“户籍1”为房户一致类，
招生细则内说明了房产均指学生监护
人的完全住宅性质房产，三代直系房
产的户籍生可选择类别“户籍4”申报
学位。

4.合作区内公办和公办学校间还
能转学吗？

答：已就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公办学校的学生原则上不予转到区内
其他公办学校。

5.能否同时报名横琴的公办、民
办中小学校？

答：可以。但是不能同时报名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市其他区的
公办中小学。

6. 积分和分数线什么时候可查
询？

答：通过类别“积分10”申报学位
的法定监护人可于7月 11日至 7月
15日期间，在报名系统核查积分结
果。

如有符合“加分指标”内容，可提
交相关材料到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教
育发展处申请复核。未在此时间内
申请复核的学生，视作自动放弃复核
机会，其资料按原核查结果为准，不
再变更。

积分分数线将于8月5日在合作
区官方网站公布。

7.延缓入学如何申请？
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依

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如横琴户籍的适龄儿童少
年（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已满 6
周岁）因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学，需
向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教育发展处提
交延缓入学申请、学生及监护人身份
证和户口簿复印件、三甲以上资质医
院出具的未能如期入学的医学诊断
报告。

8.公办幼儿园可以插班吗？
答：横琴中心幼儿园和首都师范

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大班、中班
学位已满，2022年秋季入学暂不招收
插班生。

如有入读大班、中班意愿的家长
可申请荔枝湾小区配套幼儿园（暂定
名）的预登记，预登记审核通过，2023
年春季学期可优先安排入读大、中、小
班。

9.荔枝湾小区配套幼儿园（暂定
名）是公办幼儿园吗？运营单位是哪
个机构？

答：荔枝湾小区配套幼儿园（暂定

名）为合作区第三所公办幼儿园，预计
2023年春季开园。

幼儿园的名称、运营机构等相关
情况待明确后将第一时间告知家长，
相关资讯可留意“横琴在线”微信公众
号。

10.报名结果公布后需要做哪些
准备？

答：报名结果将于7月-8月陆续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官方网站上公
示，公示期后如无异议，家长将收到招
生系统反馈的录取结果。后续相关入
学事宜将由录取学校负责通知，请家
长保持手机畅通。

此外，需要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
的是，合作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招生
工作依照招生细则与规定程序有序进
行，请不要轻信无关人员对入学报名、
录取等工作作出的承诺。合作区民生
事务局招生临时服务窗口：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德政街24号201室，咨询
电话：0756-8841660。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
道：5月20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
办省级示范离队、入团仪式暨“十四而
志”青春礼。合作区200余名师生代
表和家长代表来到横琴第一中学文体
中心，共同感受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本次省级示范活动以“喜迎二十
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
由团广东省委、省少工委指导，省委横
琴工委党建工作处、团珠海市委、市少
工委联合主办。据悉，这也是合作区

首次集中性离队、入团仪式和青春礼
活动。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帷幕，
全体人员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现场青少
年纷纷表示，要与党同心、跟党奋斗，
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随后，出队旗、行队礼，少先队队
歌昂扬向上的旋律萦绕耳畔。217名

到龄离队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整齐列
队，献上队礼。与此同时，16名新团员
在入团仪式上接过《团员证》，戴上团
徽，面向团旗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
共青团。

横琴第一中学初二学生代表胡可
欣说，离开少先队队伍是自己青春路
上迈出的第一步，将继续保持少先队
员勤奋学习、奋勇争先的优良品质，争
取早日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青团员。

新团员代表宋睿哲表示，共青团
是青年的先锋队，“我会继续努力学
习，从学习成绩、身体素质、兴趣爱好
等多个方面全面提升自己，同时尽可
能地帮助身边的同学。”

离队和入团仪式后，仪式感和使
命感在学生满怀情感的朗诵和歌声中
继续传递。学生们把未来成长路上的
期许和目标写在信中、捧在胸前，在跨
过“青春之门”后投入“青春信箱”。

“牢记初心使命，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能让学生内心有感触、实践在平时。”
横琴第一中学团委负责人王晶老师介
绍说，本次活动着重设计了具有感召力
和感染力的三项仪式，鼓励学生保持积
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增强少先队员和共
青团员对未来使命的认知。

活动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
落实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
相贯通的实践要求，切实增强少先队
员、共青团员光荣感，教育引导广大青
少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横琴银行业打出政策“组合拳”

扶企助微 精准让利

“希望孩子今后能在横琴就读”
合作区举办2022年澳门居民参访横琴学校活动

合作区2022年秋季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有序进行

十大热点问题解答来了

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合作区举行首次集中性离队、入团仪式和青春礼活动

澳门居民参访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横琴银行业“靠前服务”助推减费
让利见实效。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朱晨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