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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夏 通讯员 琴瑞轩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首次实施“全岛防范”。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党委坚决落
实疫情防控要求，统筹调度全局党员
干部投入到疫情防控和保障税收工作
任务中，坚持惠企便民服务“不断档”，
确保合作区办税缴费安全有序运转。

“一把手”走流程
零距离为民服务解难题

“越是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越
要全面保障对纳税人缴费人的服务，
我们要千方百计把国家退税减税降费
政策红利又快又好地送到市场主体手
中。”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袁红兵第一
时间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专题部署，
来到政策、纳服、征管等部门实地查看
工作开展情况，慰问坚守工作岗位的
干部职工。

今年以来，为了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常态化长效化，横琴税务局党委围
绕落实国家税务总局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通过党建引领退税减税降费，推行

“一把手走流程”常态化，发挥党员先
锋队模范带头作用，贯彻落实好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不断提升为民
办实事质效。

受理纳税人的申请、进行审核、转
交下一环节……在税务服务厅，袁红
兵以一名一线税务人员身份，为珠海

丽禾医疗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办理留抵
退税业务，站在纳税人缴费人视角，以
政策“懂不懂”、流程“快不快”、服务

“好不好”为标尺，对办税服务质效进
行全方位“体验”，查找薄弱环节，精准
优化提升。

在横琴税务服务厅的自助办税
区，一名纳税人向“导办工作人员”袁
红兵求助，原来由于该纳税人未按规
定填写资产总额项目，导致留抵退税
申请审核“不通过”，但在电子税务局
上无法得知审批不通过的具体原因，
需要税务人员人工反馈办理。

在辅导纳税人重新申请通过后，
袁红兵召开现场工作会，“因纳税人基
础信息有误造成审核不通过，会大大
影响退税业务办理效率，这不是个案，
我们必须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袁红兵表示，他结合在税务服务厅的
真实体验和纳税人反馈，与业务科室
一起深度剖析办税缴费过程中的堵点
难点痛点，研究将纳税人销售金额、资
产总额等部分基础信息审核流程前置
至受理环节，提前对纳税人相关信息
准确性进行判断，有效提升审核办理
效率。

“一把手走流程”不仅走在税务服
务厅，还走在服务企业的线上线下。
横琴税务部门落实广东省税务局“有
问题，请找我”专项活动，建立局领导
直联机制。袁红兵带头与直联企业建
立直联微信群，担任“首席联络员”，更
直接地了解企业的困难并为企业纾困

解难，更快速地响应合作区重点税源
和重大项目的涉税费疑难问题。

与时间赛跑
让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横琴税务干部在抓牢抓实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发扬攻坚克难、艰苦
奋斗的优良作风，吃住在单位、奋战在
岗位，为了确保退税减税红利直达快
享，尽快满足企业“所急”“所需”，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琴税丹心”党员先锋
队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与时间赛
跑，让退税减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凌晨3点，纳税服务科梁磊然坐在
电脑前将最后一个留抵退税申请办
结。相比身体上的疲惫，他更感到欣
慰，因为留抵退税各个阶段时间紧任务
重，税务服务厅正处于纳税人申请退税
的第一个环节，“我们快一点，纳税人享
受政策就能更快一些，这关系到纳税人
实实在在的利益。”梁磊然说。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梁磊然组建
专职导税团队、集约式线上审核团队，
及时跟进解决纳税人自助办税过程
中的疑难杂症，不断提升审核速度，
确保纳税人缴费人通过线上提交的
各类业务实现即日办结。他还利用
休息时间整理消化政策文件，梳理留
抵退税政策重点难点、新旧政策比对
等资料，利用每天半小时学习机制，迅
速帮助每一位工作人员懂政策、会辅
导、熟操作。

在退税减税工作中，税源管理部

门更是连系着每企每户。吴丹红所在
的税源管理二科主要负责管理服务辖
区内数万户中小企业，作为一名哺乳
期的妈妈，要兼顾家庭和工作非常不
容易，她有时不得不在周末加班时带
上年幼的孩子。吴丹红白天做好退税
人工数据审核及纳税辅导，晚上加班
加点进行数据反脱敏处理及风险监
控，“作为一名党员税务干部，我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吴丹红说。

“能不能享受政策？”“怎样享受政
策？”税源管理一科李岚每天面对无数
次纳税人急切的询问，总是微笑面对、
耐心解答，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
就三遍，直到纳税人满意为止。由于
长时间接打电话，她频繁出现耳鸣，顾
不上休息的她说：“我多休息一会，纳
税人就会多着急一分。”

钟康才等40多名党员先锋队员利
用节假日开展大额退税以及重点行业
留抵退税复查工作，进一步排查留抵
退税审核风险，锁定7户有骗税嫌疑的
高风险企业，涉及总税额约 3300 万
元。通过织密政策落实“防护网”，确
保政策惠企公平公正。

袁红兵表示，横琴税务部门将坚
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党
建引领贯穿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全过程，充分发挥党支部攻坚克难“桥
头堡”作用和党员干部、青年干部“排
头兵”“生力军”作用，确保各项税费优
惠政策落地落细，帮助市场主体纾难
解困平稳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根据
最新疫情防控工作需要，6月 24
日，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继续
暂停门诊服务，急诊科、发热门诊正
常运行。同时，该院开设“特病门
诊”解决疫情期间拿药难问题。

据了解，由于继续停诊，已预约
挂号停诊科室的患者可在医院微信
公众号上取消预约，具体开诊时间
另行通知。

此外，受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横琴医院抽调门诊医护人员配
合合作区相关疫情防控工作，普通
门诊自6月20日起暂时停诊（急诊
科、发热门诊除外），部分居民用药
受到一定影响，为解决、满足横琴岛

内居民的药品需求，该院启动通道
以便给居民开具必需药品。

“特病门诊”自6月23日起开
放，每日开诊时间为上午08:30-12:
00、下午02:00-05:30，其服务对象
为疫情期间在横琴岛内正常流动的
居民。

值得注意的是，前来就诊的人
员抵达医院后，凭健康码“绿码”、
有效时限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到医院急诊科收费处挂“横琴特病
门诊”号，并由急诊分诊指引至门
诊一楼101诊室就诊。值班医生
根据患者病症开具药品医嘱后，就
诊人缴费并在药房领取药品后即
可离院。

横琴医院开设“特病门诊”
解决疫情期间拿药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
期，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成功
为该院首例微创脾脏肿瘤切除患
者实施手术，患者创伤小、恢复快，
目前已康复出院。

患者赵阿姨今年66岁，前不
久因超声体检报告提示左侧腹腔
内占位，到横琴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治疗，腹部CT提示其脾脏-左肾间
占位（考虑脾脏来源），因而收治综
合外科入院。

据了解，赵阿姨是横琴医院目
前接诊的首例微创脾脏肿瘤切除
患者，考虑到脾脏血运丰富，恶性
肿瘤较少见，且赵阿姨既往有高血
压、高脂血症病史，横琴医院综合
外科主任杨卫军与其家属反复沟
通，决定选择手术时间短、创伤
小、术后恢复较快的腹腔镜下脾
切除术。

杨卫军介绍，传统脾切除术
通常选择左上腹横切口或者左肋
缘下斜切口，其手术切口大、术后
恢复时间较长、住院时间较长。
相较而言，腹腔镜脾切除术是一
种微创治疗手段，其术中视野较
为清晰，可以更确切、全面、仔细
处理各个韧带、脾蒂血管，减少术
中并发症发生。患者术后恢复
快，短期内即可出院，极大缩短住

院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
者及家属的负担。

横琴医院综合外科具备3D腹
腔镜、电子胆道镜、术中超声、超声
刀等先进设备，能熟练完成胃肠肿
瘤、肝胆胰脾肿瘤、胆道结石等腹
部外科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杨卫军及其手术团队经过2个
多小时的手术，成功为赵阿姨实施
腹腔镜下脾切除术，手术过程顺
利，术中出血量少。杨卫军表示，
脾脏是富血供的器官，脾破裂的外
伤患者容易出现腹腔内大出血进
而选择开腹切除脾脏，这对患者身
体损伤较大，且术后愈合缓慢，易
并发炎症和感染。此次手术不仅
要在腹腔镜“微创”下进行，还要保
证在手术过程中不因损伤患者重
要的血管导致大出血而中转开腹，
手术难度较大。此外，杨卫军在为
患者施行腹腔镜手术时，发现患者
脾脏与周围组织粘连较重，这进一
步增加了手术难度。在杨卫军主任
及其手术团队的不懈努力下，通过
精细解剖脾脏血管，分离脾脏周围
组织的粘连，最终完整切除患者的
脾脏及肿瘤组织。由于手术创伤
小、精细度高，患者术后次日即可
下地活动。目前，赵阿姨已顺利康
复出院。

横琴医院成功开展
微创脾恶性肿瘤切除术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通讯
员 吴升文报道：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澳
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达110例。承
担着外防输入“前沿哨位”职责的横琴
边检站在确保口岸执勤安全的前提下，
主动对接合作区疫情防控部门，组织无
执勤任务的民警支援防疫工作。

“做核酸检测的请走这条通道。”
“先生，麻烦出示一下粤康码。”午后的
阳光正当空，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天沁园核酸检测点前，测核酸的队伍
在声声引导下有序前进。在队伍靠前
位置的两个“红马甲”，正是来自横琴
边检站的年轻民警。他们此次主要负
责核酸检测点前的引导分流、答疑解
问任务。

截至目前，横琴边检站已连续3天
协调11名民警支援合作区天沁园、向
阳村核酸采集点。接下来，横琴边检站
将结合疫情防控形势，积极配合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为筑牢合作区疫情防线贡
献边检力量。

“蓝警服”穿上“红马甲”

横琴边检站组织民警支援合作区抗疫

▶横琴边检民警志愿者引导居
民出示健康码。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吴升文 摄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6月24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向各考生推送
2022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成绩。各
位考生及家长在填报志愿时，除了
3013所内地高等学校之外，内地应
届高考生凭高考成绩也可报读澳门
高校。

随着粤澳交流互通的逐渐深
入，澳门各高校不断发挥国际
化平台优势，主动对接大湾区建
设，成为湾区人才培养的重要力
量，也为各位学子未来发展提供
更多选择。其中，澳门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理
工大学、澳门旅游学院及澳门镜
湖护理学院6所学校均计划招收
内地应届高考考生，考生凭高考
成绩即可申请报读。各校均设有
多项奖学金，可免除学生学费及在
校住宿等费用，并获得一定数额的
生活补贴。

据悉，澳门高校采用自主独立
招生，与内地统招互不影响，考生在
报考澳门高校的同时也可填报内地
大学志愿。各高校部分专业文理兼
收，多所高校要求申请人高考成绩
达一本线及以上，且免除考生笔试，

澳门大学、澳门镜湖护理学院额外
要求考生英语科目成绩达110分及
以上。部分高校的艺术专业申请者
须持有2022年省级美术类专业统
考成绩。

记者了解到，部分澳门高校针
对广东户籍考生具有加分优惠。
针对具备广东省、珠海市、横琴高
考考籍的申请人，在报读澳门大
学时可在其高考分数上分别额外
获加5分、15分、20分；报读澳门
旅游学院的申请人，如具广东省
和贵州省户籍，则可获得 10%的
加分优惠。

澳门大学招生报名截止时间为
6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
工大学、澳门旅游学院（第一期）、澳
门镜湖护理学院招生报名截止时间
为6月30日，澳门城市大学招生报
名截止时间为7月3日。各校收取
报名费澳门币250元（人民币约210
元）至澳门币400元（人民币约340
元）不等。

以上澳门高校均未委托任何机
构或个人代理招生工作，申请人须
通过学校官方网上报名系统办理报
名申请手续，所有报名录取信息均
通过官方网上报名系统公布。各位
考生及家长如需获得更多招生信
息，可关注各学校官网。

内地应届高考生凭高考成绩
即可报读澳门高校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征集令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是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
作出的进一步推进横琴开发、开放的重大
决策，赋予横琴重大的历史机遇和使命，
粤澳合作交流，琴澳融合发展，举国关注、
举世关注。

生活在大湾区时代的我们，有幸成为
合作区建设的目击者和记录者。当你拿
起相机、手机，不经意间的定格，都将成为
琴澳融合最生动的画面。

所以，《横琴潮》新设“新拍客”栏目，
向广大珠澳市民征集摄影作品。拍摄地
点为横琴或澳门，拍摄内容可以是身边互
助、奉献、友善等催人向善的文明现象、文
明行为；可以是展示城市生活，体现城市
建设、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火热场景；
可以细致入微聚焦烟火气，可以恢弘壮观
刻录大时代。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打造一
本琴澳“城市相册”，让每个人在参与和阅
览中感受变化、传递温暖、凝心聚力。

投稿方式：
以作者姓名+联系方式+图片+200字

以内描述发送至邮箱hqrmzb@163.com。
欢迎投稿，一经采用我们将支付稿费。

《横琴潮》编辑部

横琴码头风
光秀丽，一对情
侣正在海岸漫步
赏景。

林集源 摄

漫步赏景

园丁
芒洲湿地公园

四季如春，离不开
园丁的辛勤护养。

林集源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
日，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综合
外科在激光泌尿外科专家、主任医
师单戈的带领下，开展了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首例输尿管软镜钬激
光碎石术，成功为一名患者一次性
处理输尿管上段结石及肾结石。
该手术的成功开展，代表着横琴医
院综合外科泌尿系结石手术治疗
迈入新的微创诊疗时代。

据了解，患者王先生因右侧
腰腹部出现剧烈持续性绞痛、便
血等症状到横琴医院就诊，经腹
部CT检查，王先生患有肾结石、
输尿管上段结石。为找到安全合
理的治疗方案，横琴医院特邀珠
海市人民医院激光泌尿外科专家
单戈为其主刀。经与患者家属沟
通后，单戈决定为患者施行输尿
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即经输尿

管软镜同时处理输尿管上段结石
及肾结石。

经过完善的术前准备，在麻醉
医师及手术室护士的密切配合下，
单戈带领手术团队为王先生施行
手术，顺利将王先生的左侧输尿管
上段结石和肾结石粉碎成粉末状，
一次性解决了患者的结石病痛。

单戈介绍说：“相比传统开放
手术、硬质输尿管镜或肾镜，输尿
管软镜操作更加灵活，观察范围更
大，广泛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肾结
石。比起经皮肾镜碎石手术和传
统肾切开取石手术，输尿管软镜钬
激光碎石术具有适应症广、术后恢
复快、手术无创口、术中出血少、保
护肾脏等优点，患者一般术后次日
即可出院。”

此次手术仅历时1小时，患者
已于次日顺利出院。

横琴医院完成合作区
首例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