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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作区发展
注入青春力量
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上榜

“产业第一·青春建功”珠海青年突击队

这里是不少澳门青年创业的“第一站”
大横琴&BEEPLUS产业空间入驻率达100%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陈翰梓报道：5月25
日凌晨4时，装载着99头供澳活猪的货车从广东惠
州出发顺利运抵珠海斗门供澳活猪过驳站门口，在
斗门海关监管下，这批供澳活猪在过驳站内完成消
毒、检查后，随即被过驳上跨境车辆运往澳门市场。

位于珠海市斗门区八甲村的供澳活猪过驳站于
2020年5月25日正式启用，两年来，已累计过驳供
澳活猪11.56万头，占供澳活猪总量的64%。

此前，澳门市场的活猪供应主要依赖广东省内
的注册养殖场，因货源单一，澳门市场猪肉价格一度
居高不下。拱北海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协同
澳门、珠海有关部门，在过驳站场地规划、管理制度
建设等方面提出专业意见，全力支持过驳站建设。

“如今，过驳站日均过驳供澳活猪100多头，货
源覆盖广东、湖南、江西、广西等养殖大省区，过驳站
充分发挥了供澳活猪‘蓄水池’作用。”过驳站运营企
业珠海市润和合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业说。过
驳站的建成使用，有效保障了澳门市场的稳定供应，
为平抑澳门市场猪肉价格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年来，拱北海关所属斗门海关作为供澳活猪
过驳站的属地查检单位，强化供澳活猪入场前检疫、
运输车辆GPS轨迹核查，积极实施检疫前推，建立
与活猪产地海关的联络机制，定期了解产地活猪情
况，全力把好供澳活猪质量安全关。此外，近期海关
总署出台促进外贸保稳提质10条措施后，拱北海关
制定细化落实方案，开辟供港澳农食产品属地查检
绿色通道，实施“优先查检”“5+2预约查检”政策措
施，在严把质量关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做到
即报、即审、即查、即放。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通讯员何天洋报
道：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日前揭晓“2022年度‘产业第
一·青春建功’珠海青年突击队”名单，横琴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执勤一队青年突击队上榜。这支平均年龄为
27岁的队伍驻守服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沿一
线，为琴澳一体化与通关便利化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据横琴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站执勤一队
成立以来，始终坚守边检职责，秉持严格的执法规
范、细致的服务态度，为旅客提供安全、快捷、便利的
通关服务。该队青年民警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重
视全面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个人，如民警许晶晶查
获疫情以来横琴边检站首宗整版伪造往来港澳通行
证案件、民警鲁琳获评全国移民管理系统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成绩突出个人等。同时，横琴口岸也是疫
情“外防输入”的重要防线，执勤一队通过强化内部
防疫管理，保障“零输入、零感染、零传播”。“接下来，
执勤一队将在疫情防控、人才培养、志愿服务、品牌
创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合作区发展注入青春边检
力量。”这位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5月24日，第
二期琴澳餐饮文化交流会暨澳门优质餐饮品牌推荐
会在横琴AHA亚哈探索中心-全球餐饮品牌孵化
中心举行，连续8年获得米其林推荐的澳门餐饮品
牌“皇冠小馆”创始人郑冠文来到现场，与众多企业
代表分享美食品牌故事，探讨琴澳餐饮文化交流。

走进全球餐饮品牌孵化中心的活动场地，一股
面食麦香扑面而来。虽身着日常服装，但郑冠文身
手老到，熟练地为参与活动的来宾烹饪了一道岭南
地区的经典美食——竹升面。

竹升面是被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的传
统工艺美食之一。在分享创立餐饮品牌的心路历程
之余，郑冠文也希望更多澳门优质餐饮品牌走出澳
门，走向合作区与大湾区，让更多居民能够了解澳门
餐饮文化和品尝当地传统地道美食。

全球餐饮品牌孵化中心主任蓝光介绍，通过品牌
推荐会，参与企业可深入体验品牌的主打产品，了解
品牌的理念和运营方向。与此同时，“项目方点对点
的交流”也是该机构衔接投融资及品牌发展双方的特
色方法之一。“我们会继续做好平台服务，推动澳门品
牌落地横琴，促进两地餐饮文化交流融合。”蓝光说。

澳门餐饮品牌创始人与企业代表分享品牌故事。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刘心宇 摄

米其林推荐澳门餐饮品牌做客合作区

澳门“竹升面”
香飘横琴

斗门过驳站日均过驳逾百头供澳活猪

有效保障澳门市场
稳定供应

□本报记者 陈雁南 实习生 伍芷莹

濠江之畔，横琴国际商务中心（ICC）高耸入
云。站在位于8至9层的大横琴&BEEPLUS产
业空间落地窗前往外望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这片热土建设正酣，对岸澳门的标志性建筑
银河酒店近在咫尺。

而在大横琴&BEEPLUS产业空间内，除了
办公室和会议室之外，还配置了双层水吧、午休
舱、小书吧、电话亭、冥想室等设施，这不仅让办
公场所告别千篇一律的“格子间”，更为日常工
作增添了休闲放松的生活场景。

作为横琴首个联合办公空间，大横琴
&BEEPLUS产业空间凭借舒适的办公环境、

“管家式”的优质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澳门企
业入驻，自2019年年底启用以来已实现“100%
满租”，成为不少澳门青年来到横琴创新创业的

“第一站”。

■提供“管家式”服务：
解决澳门中小企业痛点

办公室内，360度联排玻璃落地窗采光充
足；工作间隙，可到饮品长廊喝杯咖啡；午休时
间，可到午休舱躺着小憩；电话洽谈，可进入隔
音效果良好的电话亭……在大横琴&BEEPLUS
产业空间内，舒适的办公环境和完善的配套服
务让入驻企业省心又舒心。

大横琴&BEEPLUS产业空间于2019年10
月开业，建筑面积超5000平方米，提供900余
个工位。目前入驻企业有120家，其中1/4是澳
门企业。从产业分布来看，入驻企业主要分布
在科技创新、文旅服务、跨境贸易等领域，其中
科技创新类企业占比逐年提升，创新氛围愈发
浓厚。

据蜜蜂科技BEEPLUS珠海ICC中心总经
理刘雪萌介绍，该产业空间一直致力于打造从
设计、建设、采购到后期运营一体化、一条龙的
解决方案，满足企业“拎包入驻”的需求。

“BEEPLUS产业空间当前对标的是五星级酒店
的硬件和服务，除了可容纳1至40多人不等的
办公室，我们还设有30个可单独出租的开放工
位，满足不同规模企业的办公需求。无论租用
多大的办公空间，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管家式’
服务。”刘雪萌介绍。

他还提到，产业空间的“管家式”服务不仅
日常提供清洁卫生、快件收发等基础服务，也提
供资源对接、协助申报等人性化服务，以中间人
的角色，帮助澳企攻克一道道难题。例如，对于
初来乍到的澳门企业和澳门创业青年，产业空
间可以链接众多创新要素和资源，并提供商事、
法律、税务、人才等政策服务或指引。“这样可以
解决初创企业的一大痛点，为他们提供极大的
便利。”刘雪萌说。

■创新创业氛围浓：
横琴成为更多澳门青年创业首选

珠海横琴印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澳

门大学毕业生初创的企业。如今，该公司科
技总监梁家熙每天从澳门家中驾车出发，来
到大横琴&BEEPLUS产业空间办公。“去年
搬到横琴前，我看过其他很多办公场地，最
后选择了这里。”梁家熙说，他看中的就是
该产业空间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横琴口
岸近，从家里驾车到办公室只需20分钟。
而且这里配套完善，有开放工位，可以“拎
包入驻”，对于刚刚起步、团队人数少的中
小企业而言，这极大地降低了创业初期的时
间和租金成本。

奥帆集团于2015年在澳门成立，去年在
横琴设立了企业分部。作为一家广告和品牌
服务企业，奥帆集团期望借助合作区的政策
优势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和大湾区市场。“大横
琴&BEEPLUS产业空间的服务配套非常齐
全，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在这里还能和

其他企业加强交流。”该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
事钟伟昌告诉记者，企业遇到有关申请难题，
可以寻求产业空间工作人员的帮助。产业空
间还常常举办政策宣讲会，帮助入驻企业获取
有效信息。

“管家式”优质服务、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助力澳门企业在横琴驶上了发展的“快车
道”。如今，印蕉科技团队已从一开始的两人
发展到十多人。2021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0多万元，今年有望突破1000万元。“期待
横琴相关政策尽快落地，我们也将继续面向港
澳，辐射海外。”梁家熙说。

入驻横琴一年多以来，奥帆集团在内地的
业务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钟伟昌说，未来，
公司还将承办一些国际性活动，有望在琴澳两
地以“一展两地”形式举办。“文旅会展可以引
进更多的国际资源，助力其他中小企业在横琴

发展。”钟伟昌说。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这么多澳门企业入

驻我们的产业空间后，都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刘雪萌表示，未来，大横琴&BEEPLUS产业空
间将继续保持与合作区管理机构、社会组织的
联动，积极链接优质社群资源，组织开展更加
丰富的社群活动，为澳门青年和澳门企业提供
更优质的“管家式”服务，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赋能。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鼓励和支持澳门
青年创新创业，横琴设立了横琴·澳门青年创
业谷、横琴国际科创中心、大横琴&BEEPLUS
产业空间、亚哈港澳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国家
食品安全（横琴）创新中心等5个面向港澳青
年的创新创业基地，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
截至4月底，合作区累计孵化港澳企业527个，
其中澳门项目487个。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5月25
日，珠海市妇联村（社区）妇联基层妇干赋能训
练营走进琴澳亲子活动中心，为横琴4个社区
妇联主席及执委、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广东办事
处工作人员带来别开生面的工作经验分享和
芳香阅读体验。此外，记者还从琴澳亲子活动
中心获悉，澳门妇联有计划在合作区推广“儿
童友好社区”建设，首阶段活动方案正在筹备
策划中。

基层妇联工作经验：
发挥优秀女性引领作用

活动从妇联工作主题授课环节开始，两名
分别来自珠海市香洲区和金湾区的妇联主席
代表围绕基层社区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与工
作成效，结合服务范围的实际情况，讲解开展
基层妇女儿童工作的经验“干货”。

例如，香洲区拱北街道桂花社区辖区内
商圈与写字楼较多，职业女性较多。该社区
妇联就地利用场地资源举行文艺体育、职场
提升等多样服务，增加服务活动“青春感”；金
湾区三灶镇金海岸社区覆盖范围广阔，涵盖
城镇与村居。该社区妇联组织11名执委下
沉至对应网格，综合处理回应涉妇女儿童的
众多事项。

“从人际关系网来看，妇女儿童的联系可
以一直从家庭放射到社区乃至社会。只要是
和妇女儿童相关的纠纷或矛盾，都有跟进的必
要。”两名分享人，桂花社区妇联主席赖秋娴与
金海岸社区妇联主席徐孝亭均认为，当下需更
加发挥妇联执委、妇女代表和妇女骨干的引领
作用，帮助更多女性寻找正确方向，发挥积极
作用。

合作区社区妇联：

促进妇女儿童服务共建共治共享

随后，伴随着柠檬尤加利精油清新而具有
穿透力的香气，活动进入“芳香阅读”环节，授课
导师详细讲解芳香疗法对个人精神状态的积极
作用。现场社工对记者表示，基层妇联的日常
工作琐碎繁忙，希望通过传授辅助技巧帮助她
们放松减压，从而更好地回归生活与工作。

全程下来，包括横琴荷塘社区妇联副主席
梁倩莹在内的众多妇联工作者都感到收获颇
丰。梁倩莹介绍说，该社区已与澳门街坊总会
广东办事处的驻点团队建立了良好沟通协作
联系，目前正在筹备创设全国巾帼文明岗工
作，本次活动也为她优化妇联工作提供了不少
灵感。

“接下来，我们将招募更多澳门青年志愿者加
入社区服务，加强面向澳门居民服务的针对性。

同时也要发动更多优秀的女性朋友，进一步实现
妇女儿童基层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梁倩莹说。

据悉，合作区仅是该训练营的其中一站，
由珠海市妇女联合会成立的基层妇干培训讲
师团将送课至各区妇联，提供主题讲座、情景
模拟、互动研讨、团建拓展等多样课程。珠海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提高合作区新一届村（社区）妇联主席和执委
的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加强自身建设，激发
工作活力，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儿童，带领妇
女群众围绕中心工作贡献巾帼力量。

琴澳亲子中心：
酝酿“儿童友好社区”相关计划

此外，记者从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广东办事
处琴澳亲子活动中心了解到，目前该中心正围
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制定首阶段的活动方
案。该中心主任唐伊韵透露，该活动计划首先
在各个社区设置“童声收集站”，在收集儿童视
角的建议后，再以社区为单位增设儿童活动公
共设施和回应儿童普遍需求。

资料显示，“儿童友好”即指为儿童成长发
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保障儿童的
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唐伊韵
介绍，此前澳门妇联已在澳门当地根据“儿童
友好社区”的服务思路向特区政府建言献策，
通过与政府对接实际需求，实现儿童公共设施
的优化提升。

唐伊韵表示，“童声收集站”仅是发展“儿
童友好社区”的首个环节，未来将继续携手社
区设计更多有创意的方案，“我们希望社区更
加开放包容，多聆听孩子们的心声，共同构建
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

珠海基层妇干赋能训练营在琴举行

琴澳亲子中心酝酿“儿童友好社区”建设

珠海市妇联村（社区）妇联基层妇干赋能训练营走进横琴。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摄

大横琴&BEEPLUS产业空间“管家式”服务助力澳门企业逐梦横琴。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