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琴个税年度汇算高效推进

服务产业人才集聚发展
□本报记者 钟夏 通讯员 琴瑞轩

当前正值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
期。2021年度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成立后首个个税汇算年度，合作区从去
年9月揭牌以来，加快推进重大政策、
重大平台、重点项目落地落实，产业和
人才集聚发展态势凸显，横琴目前实有
企业约5.4万户，就业形势稳中有升，
2021年度个税应汇算人数增长明显。

据合作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个税年度汇算工作涉及面广、政策
性强，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横
琴税务部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队”作用，推行“税惠直通
车 琴心助企行”“税惠琴澳”税收宣传
进园区等线上线下举措，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100米”。同时基于税收大数
据，准确掌握横琴产业、企业、就业人
群实际情况，做好直联服务、精准服
务、个性化服务，积极开展风险应对，
高效推进个税年度汇算工作。

抓住重点做好直联服务

格力电器总部自2021年迁至横

琴后，约有6000名员工第一次在横琴
进行个税年度汇算。“我们员工人数
多，情况较为复杂，虽然我们安排专人
负责个税汇算，也难免遇到各种各样
的问题。税务部门对口直联服务帮了
我们大忙，从政策讲解、操作辅导到退
税补税‘一条龙’，非常高效，节省了我
们的时间成本。”格力电器财务负责人
廖先生表示。

横琴税务部门推行“局领导直联
服务企业”举措，与企业建立定点直
联机制，对单户个税汇算人数超过
500人的企业、人力资源公司等重点
扣缴单位，实行“一企一专人”，每日
向企业反馈汇算进度及人员汇算分
析情况，并通过上门辅导、电话沟通、
视频解答等手段及时解决企业个税
汇算申报疑难，有效提升大型企业个
税汇算质效。

实施网格管理精准服务

当前横琴共有700多家金融类企
业，涵盖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
商业保理等，金融行业高收入高净值
人员多且较为分散，横琴税务部门通

过网格员管理机制，实施精准服务，确
保每一位纳税人懂政策、会操作。

“由于行业特点，我们有部分同事
从关联公司取得劳务报酬所得，所以
年度汇算时办理退税补税的情况较
多，也有一些新入职员工对于政策不
是很了解、操作不是很熟练，我们财务
人员面临较大压力，还好有税务部门
帮助，我们省事多了。”北京恒天明泽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财务人
员邓先生说。

此外，横琴处于开发建设阶段，
建筑安装工程企业多，人员多且流动
性大，横琴税务局联合横琴规划建设
局、商事服务局、金融发展局多部门，
规范相关企业通过信息化支付途径
支付工资薪金，为个税年度汇算提供
有利条件。

“我们横琴项目的200多员工已
经全部完成年度汇算，有不少人已经
收到退税款，今年税务部门推出‘上有
老下有小’和看病负担较重的纳税人

‘优先退’，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政策
的暖心。”上海博力建筑工程劳务有限
公司办税人员俞小姐说。

优化外籍人士个性化服务

Patrick是一名在横琴工作的德
国人，创办了珠海横琴吴雨翔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多年在中国求学生活的
经历，让Patrick能够讲一口流利的
汉语，今年是他第一次参加个税年度
汇算，“我尝试自己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进行预约和办理，过程很顺利，
只是在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时遇到了一点小问题，税务部门非常
耐心友好，很快帮我解决了问题，我有
信心下次可以独立完成。”

目前，在横琴从业的外籍人士越
来越多，横琴税务部门加强对外籍人
员基础征管信息的校验、核实，组建多
语种政策辅导团队，到外籍人员办公
较为集中的ICC横琴国际商务中心等
区域，“手把手”协助外籍人员操作个
税APP；为横琴长隆数百名外籍员工

“非接触式”办理个税年度汇算；对难
以参加集中辅导的外籍人员，通过
V-Tax、税企联络平台等开展线上

“一对一”辅导，为横琴外籍人员个税
汇算申报提供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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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记者昨日从珠海市观鸟协会获
悉，该协会生态调查队近日在小横琴
山进行日常调查时，捕捉到1只赭红
尾鸲的身影，经查证，被确认为珠海
市鸟类新记录，这也是赭红尾鸲在广
东省首次确切影像记录。

5月17日，珠海市观鸟协会观查
员张福庆在小横琴山进行日常调查
时，一只特别的鸟儿闯入他的视野：
上体及胸部黑色，腹部至尾羽红棕
色，翼上没有白斑。察觉到这只鸟
儿的与众不同，张福庆眼疾手快，用
相机记录下来，并分享给同行队
员。次日，珠海市观鸟协会生态调
查队再次来到小横琴山进行拍摄观
察，通过多角度的观测、对比图鉴，他
们最终确认该鸟为赭红尾鸲。

经综合查阅《中国鸟类分类与分
布名录（第三版）》《中国鸟类观察手
册》等权威资料，并咨询广东省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敏、中山
大学生态学院教授刘阳等广东省鸟
类学专家后，工作人员发现赭红尾鸲

在广东省有过文字记录，但具体影像
资料及确切位置存疑，本次珠海市
观鸟协会在横琴的新发现及拍摄的
赭红尾鸲高清影像，为广东省赭红尾
鸲的记录贡献了确切的影像证据。

据悉，赭红尾鸲为小型鸟类，体型
13-16厘米，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
区，常栖息于海拔2500-4500米的高
山针叶林和林线以上的高山灌丛草地，
也栖息于高原草地、河谷以及有稀疏灌
木生长的岩石草坡、荒漠和农田与村庄
附近的小块林内。由于赭红尾鸲嗜吃
昆虫，在森林保护方面意义较大。

此前，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集中公布了横琴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资源本地调查成果。其中，横琴岛增
加野生鸟类新记录32种，包括广东省
野生鸟类新记录1种、珠海市野生鸟
类新记录3种及横琴岛野生鸟类新记
录28种。近年来，合作区生态环境不
断改善，生态保育效果显著，红胸秋
沙鸭、罗纹鸭、大麻鳽等珍稀鸟类相
继被发现，更不乏黄嘴白鹭、靴隼雕
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赭红尾鸲在横琴留下美丽倩影
系广东省首次确切影像记录

赭红尾鸲。 珠海市观鸟协会供图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5 月 21
日，“澳门学者同盟”交流中心、“大湾区
融合发展促进会”交流中心在横琴国际
金融中心（IFC）举行揭牌仪式。两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设立交流中
心，旨在进一步汇聚科研学术力量，整
合跨行业资源，进一步支持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澳门学者同盟会长、澳门大学法学
院骆伟建教授表示，随着《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出台，琴澳两
地创新要素不断聚集，投融资和贸易便
利化的工具手段日趋丰富，横琴正在成
为澳门企业及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宝
地”，产业多元发展前景可期。

据大湾区融合发展促进会会长肖
代柏教授介绍，今年4月，该协会正式
成立，并在澳门举行首次论坛，广泛汇
集专家学者智慧，为合作区建设及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出谋献策。“以此次
交流中心落地横琴为契机，未来协会将
充分发挥作用，为合作区、大湾区深度
融合发展贡献力量。”肖代柏表示。

论坛现场，大湾区融合发展促进会
副理事长、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唐华军

教授，澳门互联网经济协会会长、珠海
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运贤等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分别发
表精彩演讲。

其中，唐华军以“全球供应链融资
模式发展及对合作区现代金融发展启
示”为主题进行深度剖析。“未来，金融
机构不再聚焦于单个企业或者部门需
求，而是更多站在供应链的整体视角，
参与供应链全流程并深入产业‘内核’
进行金融创新、科技赋能，从而与合作
区企业形成深度融合的长期合作，实现
共赢发展，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提供支撑。”唐华军表示。

本次活动的“东道主”、华发股份珠
海大区总经理钟百灵告诉记者，作为珠
海龙头国企和“主力军”，近年来华发已
相继打造横琴金融产业基地、澳门产业
多元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服务基地、横琴
IFC、华发广场等标杆项目，为助力珠
澳合作作出应有贡献。“此次两协会的
交流中心同时落户横琴IFC，我们将充
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让人才、资本、项
目在这里汇聚激荡，谋划合作区协同创
新的新路径。“钟百灵表示。

澳门两协会交流中心落地横琴IFC
汇聚科研学术力量支持服务合作区建设

澳门科技大学临床见习第一期33名医学生在珠海市人民医院见习。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培养辖
区少年儿童爱科学、学科学，提高孩子
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感受科技的奥秘，
5月 22日下午，小横琴社区党委、妇
联、小横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珠海市阳光时代慈善会，在荔枝湾小区
开展少年科技课堂——自制电风扇活
动。此次活动也是小横琴社区“民生微
实事”项目“相伴学院——社区青少年
成长空间”系列活动之一。

首先，社工给孩子们讲述了一些电
风扇的工作原理、能量转化形式，电池
的电能转换成电信号让马达转动，从
而带动风扇叶片转动，电能转化为机
械能……孩子们认真听着社工的讲
解，时不时提出小疑问，社工仔细解
答，大家对电风扇的原理有了一定的
了解。社工反复强调，实验要注意安
全。随后，社工给每位孩子发放材料，
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子，开始组装实
验装置。

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非常锻炼孩
子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只见大家学着
社工的样子先把支架木板拼装好，把
马达卡入模具，接着又把电风扇叶和
马达、支柱进行连接，然后安装好开
关，最后连接导线装入电池，整个电风
扇就制作完成了。在制作过程中，孩
子们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当一个个小
风扇都转动起来的时候，现场一片欢
呼声。

“社工姐姐，我做好了，给你体验一
下我的风扇，凉快吧？”佳凝同学迫不及
待地向社工分享自己的成果。“这种科
学小实验对小孩子来说非常有意思，不
仅能学到知识，又很实用，社区做的活
动真不错！”一位家长说。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零距
离”接触科技知识，真正做到在“玩中
学”，从小埋下科创种子。小横琴社区
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学实验活动，
不断培养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小横琴社区开展少年科技课堂活动

“玩中学”埋下科创种子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5月20日
下午，横琴国际商务中心楼宇党委联合
蜜蜂科技党支部、大西洋银行横琴分
行党支部举办“肩负青年担当 贡献青
春力量”主题分享会活动。琴澳创业
青年代表、横琴总部大厦、横琴国际商
务中心入驻企业和社区青年代表等参
加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发挥楼宇党
建资源优势，加强琴澳青年创新创业交
流分享，激发青年创新创业热情，引领
琴澳青年担当作为建功立业，为合作区
产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蜜
蜂科技党支部书记、蜜蜂科技创始人兼
CEO贾凡，大西洋银行横琴分行党支
部书记、副总经理李杰珠分别从创新创
业、跨境金融服务等领域进行了专题分
享，通过讲述创业故事、分享创业经验，
解读中小企业在澳门和横琴两地申请
银行贷款、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
化与外债管理等政策，为琴澳青年指引
创业思路，提供创业帮助。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明确提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适
应合作区开发建设新模式和对外开放
新要求，积极创新国际化环境中党的建
设工作，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
化为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的坚强保障。与会青年纷纷表示，参加
这样的主题活动，让他们收益良多，同
时也为他们的创业之路指明方向，激发

了他们的创业热情，更加坚定了积极参
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国家
战略的信心与决心。

从蕉林绿野到高楼林立，横琴近年
来发展迅速，也日益成为港澳青年及创
新创业企业的热土。横琴总部大厦、横
琴国际商务中心作为澳资企业跨境办
公试点楼宇吸引了不少澳门企业进
驻。这些“竖起来的社区”为经济增添
了活力，也聚集了大量人才。2020年
7月，横琴国际商务中心楼宇党委“应
运而生”。自成立以来，楼宇党委进一
步整合楼宇党建资源、完善组织设置、
创新活动载体，积极探索创新跨境办公
楼宇党建工作模式，让党建工作成为楼
宇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

今年以来，横琴国际商务中心楼宇
党委围绕“喜迎二十大、争创新业绩”，
充分挖掘楼宇各党组织的资源优势，牵
线搭台、整合资源、激发活力，联合楼宇
单位、社区等共同组织开展了“共筑莲
心桥”“ICC母亲节主题专场”“义诊进
楼宇”“国际贸易实操培训”等系列活
动，取得较好成效。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优
势，强化政治引领、丰富活动内容、共享
多方资源，引导楼宇各单位结合自身优
势，主动策划、参与到楼宇党建中来，为
楼宇党员、职工群众提供学习交流合作
的新平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大横琴集团党委书记、横琴
国际商务中心楼宇党委书记田伟表示。

横琴国际商务中心楼宇党委举办主题分享活动

让党建工作
成为楼宇经济发展“红色引擎”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5月 23
日，33名澳门科技大学内科全科医学
生在珠海市人民医院结束临床见习。
这是澳门科技大学医学生首次在内地
医院见习，见习项目是双方在教学领
域进一步深入合作的新起点，为珠澳
教育进一步合作发展提供示范。

5月9日，澳门科技大学内科全科
医学士临床见习第一期33位医学生
来到珠海市人民医院开展学习。针对
澳门科技大学内科全科医学士课程的
需求，珠海市人民医院结合多年临床
医学教育经验，制定了全新的见习培
养方案。珠海市人民医院还专门为见
习项目遴选了一批优秀临床带教老
师，力争探索并建立一套适合珠澳师
生双方教学相长的新模式，以此推动
实习（见习）基地的设立。

昨日，33名学生顺利结业。在结
业仪式上，7名优秀见习带教老师获
得表彰。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徐超
龙表示，自珠海市人民医院与澳门科
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挂牌“澳
门科技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
来，双方医教研合作领域不断开拓及
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珠澳优质医疗卫
生资源共建、共享及融合发展。本次
见习项目是双方在教学领域进一步深
入合作的新起点，为珠澳教育进一步
合作发展提供了示范。

珠海市人民医院院长陆骊工勉励
医学生，唯有心怀大爱，医者的职业价
值和人生价值才得以体现，医学之路
需要持久的付出和坚守，希望大家能
做未来的瞭望者、时代的感知者和人
民的守护者。“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院本部和横琴医院将提供最好的平
台，张开双臂欢迎澳科大医学生继续

来见习进修。”
“随着社会对医疗需求的增加，澳

门科技大学需要培养很多医学生，但
澳门资源有限，特别是在临床实践方
面，珠海市人民医院给予了很大的帮
助，让医学生能够有更多的临床实践机
会，这对医学生来说是一个‘大礼物’。”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谭广亨表示。

“作为澳门本地的医学生，很荣幸
有这么宝贵的机会来珠海医院见习，
可以更深入了解两地不同的医疗体
制，获得不同专家临床经验的分享和
建议。”澳门科技大学内外全科大三医
学生甄珮斯说，珠海市人民医院的病
例较多，医生接触的病种也多，有非常
好的学习机会。

“澳门和珠海两地的医疗制度不
同，在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学习让我收
获很多，无论是在轮转科室旁观手术
过程、跟随医生查房，还是在ICU病
房的常规检查，带教老师不遗余力地
教导着我们，让我有非常大的收获。”
澳门科技大学内外全科大三医学生
邱启熙说。

孩子
们认真制
作电风扇
模型。
本报记者
马涛 摄

33名澳门科技大学来珠医学生结束见习

首批医学生收获临床实践“大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