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大国际人才队伍，凸显人才聚集优势

多项人才优惠政策出台
吸引港澳青年合作区就业

2022届的毕业季已经
到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集群间的互动越发紧密，
港澳青年在粤就业已经成
为“新常态”。

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春季，在粤办理就业登
记的港澳居民有 8.51 万
人，全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已累计孵化港澳
项目2394个、吸纳港澳青
年就业3455人。而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的澳资企业
数量也持续增加，截至目
前，在横琴注册的港澳台及
外商投资企业已突破7000
余户，不少青年选择落足于
此，成为一个个横琴“追梦
人”。

为壮大合作区国际人
才队伍，进一步凸显合作区
人才聚集优势，珠海市与合
作区纷纷出台多项人才优
惠政策，向境外人才抛出橄
榄枝，新政策将港澳青年也
纳入补贴范围之内，为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
地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本报记者 李灏菀 王晓君 肖皓方
实习生 李美琪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梁翠华 美编：赵耀中 校对：刘刚艺 组版：邓扬海
B02 综合 2022年6月2日 星期四

除了以上16大项市级人才优
惠政策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
时还为引进人才提供了区级特色人
才计划与补贴。

此前，合作区发布了《降低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综合成本的十
条措施》，取消用人单位年度纳税额
的申请条件限制，并根据人才类别
发放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应
届高校毕业生按学历最高可领取
15万元补贴。如同时入选“珠海英
才计划”可叠加享受相应办法规定
补贴标准的市级承担部分；区级承
担部分按照“从新、从优、从高、不重
复”原则执行。

补贴可以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慧眼英才系统网上服务平台进
行申请，若申请人无账号则需注册，
并与用人单位进行绑定。如用人单
位无企业专属网账号，则需先登录
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单位注册，获
取（企业专属网）单位账号后方可登
录慧眼英才系统。如申请因信息填
报不准确、申请材料不规范或者不
齐全被退回，则需在3个工作日内
补充完善相应材料并审核通过确认
提交，逾期将被视为自动放弃。据
了解，2021年度横琴引进人才住房
和生活补贴于2022年1月29日至
3月31日申报。

此外，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对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
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对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其
个人所得税负超过澳门税负的部分
予以免征。

合作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对于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合
作区搭建相应的平台、政策已经形
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未来，在支
持澳门多元发展的工作中，将提供
更多新的制度供给。

去年，根据广东省和珠海市相
关就业政策，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制定了《珠海市就业创业
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
订版）》（以下简称《指导清单》），该
项人才新政将港澳户籍高校毕业生
也纳入就业创业补贴对象范围，进
一步增加了港澳青年在珠就业的吸
引力。

据了解，本次新政策有效期至
2024年11月9日，共设有16大项
就业补贴与10项创业补贴。其中，
港澳户籍高校毕业生可申领小微企
业社保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高

校毕业生基层岗位补贴、基层就业
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大湾区青年就
业计划生活补助6项就业补贴，以
及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租金补贴、
创业孵化补贴、创业培训补贴4项
创业补贴。

同时，对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
培训的港澳户籍高校毕业生，每月
按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
贴，或享受澳门居民、在珠企业港澳
在岗职工参加职业技能精准培训补
贴，并执行港澳院校学生到珠海市
技师学院就读“3+2”等技工教育政
策。

此外，港澳青年人才同样可以
享受《珠海市企业新引进中高级专
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
住房（租房和生活）补贴实施办法》，
符合学位及年龄等申请条件且在珠
海市缴纳社会保险或工资薪金个人
所得税，即可不受珠海市户籍限制，
申请博士后50万元、博士25万元、
硕士3.8万元、本科2.6万元的住房
（租房和生活）补贴。

以上补贴均可通过珠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或广
东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办理。

港澳户籍高校毕业生
可享受10项就业创业补贴

境内外人才个人所得税负
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端
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为进
一步引导社区居民了解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增强社区凝聚力，共建
和谐社区，6月1日，小横琴社区
党委、社区妇联、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联合珠海彩虹桥社工服务
中心，在琴澳亲子活动中心举办

“尽情放‘粽’·琴系街坊”端午节
包粽子活动。20多名社区居民
欢聚一堂，提前度过了一个热闹
又有意义的端午节。

活动当天，社工将提前泡好
的糯米、红枣、粽叶、绿豆等材料
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活动正式
开始，包粽子“高手”们围在一起，
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先把
粽叶挽成漏斗状，放进糯米，再放
个大枣，然后用粽叶把米包住，用
手指按住绳子的一头，一缠一系，
一个个结实而饱满的三角粽、四
角粽、多角粽就成型了。

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介绍
自己家乡的端午节习俗，整个活
动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当
热气腾腾的粽子摆上桌后，大家
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粽子，都赞

不绝口。随后，社区党员志愿者
分头把粽子送到社区保安、保洁
员和网格员手中，感谢他们为社

区的付出。
此次活动既增进了社区与居

民之间的感情，让居民切实感受

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又在社区
内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增强
了社区的凝聚力。

小横琴社区居民包粽子喜迎端午节。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 通讯员
马可仁报道：日前，中建二局珠海
分公司工会邀请职工家庭“组团”
在横琴口岸项目职工书屋开展

“庆六一迎端午，‘建’证美好时
光”主题活动，感受传统节日的文
化内涵，共同度过一段充实难忘

的亲子时光。
“爸爸你看，我完成了！”活动

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叠罗汉”“翻
滚吧小纸杯”等游戏环节，既考验
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通
过亲子互动营造了温馨的氛围；
折叶、盛料、压实、包裹、扎绳……

在传统节日端午节来临之际，活
动还特别设置了包粽子比赛，在
家长帮助下，孩子们自己动手，一
个个形状可爱的“迷你粽”呈现在
大家面前。

“建筑行业工作流动性强、
工期紧任务重，一线建设者与

子女聚少离多。此次活动让亲
子零距离交流，让孩子们度过
快乐的一天，也为一线建设者
送上温暖的关怀。”活动尾声，
该公司工会为每组家庭送上了
一份精美礼品，祝福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

中建二局珠海分公司开展“庆六一迎端午”活动

一线建设者与孩子共度亲子时光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近日，记者从澳门妇联总会广东
办事处琴澳亲子活动中心获悉，自6
月1日起，琴澳亲子活动中心设立积
分累计计划，居民参加琴澳亲子活动
中心活动便可累计积分，积分可兑换
绘本、桌游等奖品。

据了解，本次设立的积分累计计
划旨在将琴澳亲子活动中心建设成
具有琴澳特色的打卡点，吸引更多琴
澳居民参与其中，并以此推广亲子同
乐、长幼共融、家庭和谐等社会理念
和社会风尚。

积分累计计划规则有以下几项
内容，其中包括参加一次琴澳亲子
活动中心活动的；参加活动后现场
拍照分享朋友圈的；参加活动后做
志愿者的；在小朋友（18 岁以下）生
日当天参加活动的；邀请之前没参
加过琴澳亲子活动中心活动的朋友

参加活动的等情况，均可享受相应
的积分。

关于兑换规则，琴澳亲子活动中
心规定，累计到一定数量的积分，可
以到中心进行兑换相应小礼品。从
累计第1个积分开始算起，半年内如
果不进行兑换，积分将清零失效，积
分清零后需要按照累计规则重新累
计。另外，第一次参加积分累计活动
的居民，需要到前台登记个人姓名和
电话，同时发放一张积分卡片，之后
每次累计的积分都需要在当天主动
找工作人员盖章。

澳门妇联总会广东办事处琴澳
亲子活动中心主任唐伊韵表示，目前
积分累计计划处在试行阶段，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推动更多琴澳亲子家庭
参与活动，增强琴澳家庭成员之间的
互动和交流，与居民一起创建亲密、
美好的琴澳家风。

琴澳亲子活动中心推出积分计划
累计积分可兑换相应礼品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李
美琪报道：6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迎来了挂牌成立后的首个“六
一”儿童节。除了给学生放假外，合
作区各学校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庆祝节日，给横琴儿童带来美好回
忆。

记者了解到，首都师范大学横琴
伯牙小学举办艺术嘉年华，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在演播厅轮番上演
17个节目，包括乐器、舞蹈、武术、歌
唱、粤剧、相声、诗朗诵等节目，展示
学校教职员工与学生风采。在班级
教室里，各班老师组织学生进行滚铁
环、击鼓传花、夹乒乓球等趣味游戏，
师生其乐融融，尽显童趣。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
学举办“走进子期·走进童年”系列活
动。除了面向学生开展“垃圾分类画
子期”“艺术·童年舞台”“游戏·童年
活动”“英语秀·童年活动”“艺术·童
年画展”“朗读者·童年活动”等活动
外，学校教师团队还精心排练了文艺

演出，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今年“六一”，部分小朋友还收获

一份宝贵的礼物，他们第一次戴上了
鲜艳的红领巾。5月30日，来自子期
实验小学一年级的44名新队员，在队
旗下系上了红领巾，戴上了队徽，完
成了人生中第一个队礼。

横琴中心幼儿园围绕科学主题
设置了11个游戏点，共有13个游戏
项目，涉及空气动力、重力、磁力、弹
力、气压、表面张力、人工智能等相关
内容，在简单有趣的游戏中激发孩子
们对科学的兴趣。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
儿园则秉承物尽其用、良性循环的理
念，响应环保节能的低碳生活方式，
举办“跳蚤市场”活动。子期实验幼
儿园相关责任人表示：“通过活动，小
朋友们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
公平买卖的快乐，从小培养理财观念
和勤俭节约、自主自立的意识，并提
高社会交往能力，获得丰富的生活经
验。”

合作区多所学校举办丰富活动庆祝儿童节

庆欢乐“六一”享多彩童年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师生协作手绘垃圾分类墙体涂鸦、
普法小讲座齐“话”分类条例……日
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
建设局“垃圾分类嘉年华”活动走进首
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为该
校全体师生送上一份生动有趣的绿色
文明“大礼包”，累计逾400名师生参
与活动。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向
师生宣传垃圾分类相关政策法规、知
识和技巧。通过现场与儿童互动，强
化“小手拉大手”的宣传效果，进一步
提高合作区居民垃圾分类以及节能环
保意识，引导更多居民积极参与到垃
圾分类实践行动中。

近一年来，在合作区城市规划和
建设局指导与支持下，子期实验小学
积极将垃圾分类融入到校园建设中，

根据学校自身特色，利用校内外周边
井盖、墙体进行彩绘宣传垃圾分类、环
境保护，并计划自主开发垃圾分类主
题课程，将垃圾分类纳入日常教学活
动中，培养学生环保意识，让其自觉养
成垃圾分类习惯。

本次“垃圾分类嘉年华”活动形式
新颖、内容丰富，吸引众多学生参与。
除了有干货满满的垃圾分类条例普法
宣贯讲座外，活动还向学生们科普有关
垃圾分类条例内容、正确投放垃圾分类
知识；还有好玩新奇的“画子期-垃圾
分类主题涂鸦”活动，师生们“以绘焕
新”，为学校西门墙体与校门前16个井
盖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更有垃圾分类
互动游戏和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让学
生在看一看、玩一玩中学习巩固垃圾分
类知识、体验分类意义，提高准确分类
的能力。

手绘垃圾分类墙、开展普法小讲座……

垃圾分类嘉年华活动走进校园

学生参与垃圾分类互动游戏。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6月1日，横琴中心幼儿园小朋友在泡泡中开心玩耍。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亲手包粽子 体验传统文化
小横琴社区举办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