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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夏

横琴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的
三个重大合作平台。

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
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为港澳长远发
展注入新动力；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
面总体合作方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再添新引擎。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
在6月24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横琴、前海、南沙三个平台
在战略定位上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目
的都是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探
索、积累经验，“以点带面”引领带动粤
港澳全面深化合作。

大潮起珠江，勇向潮头立。《横琴
方案》主要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的初心，立足服务澳门、推动琴
澳一体化发展进行谋划设计，其战略
定位主要有四个方面：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
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
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新高地。

去年9月揭牌成立以来，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全力推进重大政策、重
大平台、重点项目落地落实，释放发展
新动能。如今，合作区企业及个人所

得税“双15%”优惠政策正式实施，中
国太平等首批13个重点项目集中签
约落户，《降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
业综合成本的十条措施》印发，澳资澳
企参与合作区建设热情高涨，目前区
内澳资企业近4900户，登记就业、办
理居住证、购置各类物业的澳门居民
持续增加。

勇于探索，勇于去闯，横琴前行的
每一步，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率先
探路。“用好合作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
措施，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加快构建与澳门深度衔接的法律规则
体系，打造高度自由便利的投资发展
环境。”在上个月合作区召开的贯彻落
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会上，
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吕玉印
表示，要全面把握合作区在全省改革
发展大局中的使命责任，深刻领会合
作区的创新属性，继续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大胆改革创新，丰富“一国两
制”新实践。

如今，《南沙方案》突出“粤港澳全

面合作”和“面向世界”两个关键，特别
强调与港澳协同，共同扩大对外开
放。“继去年出台横琴、前海两个合作
区方案以后，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对大湾区建设作出又一重大决策部
署，必将对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动
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更好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对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东省
发展改革委、省大湾区办主任艾学峰
表示。

奋楫逐浪千帆渡，春涌湾区万里
晴。

“横琴、前海与南沙的建设应该
是‘一体化’考虑的，以点带面，扩散
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实现粤港
澳大湾区的真正融合。这不仅仅是
数量上‘1+1+1>3’的概念，而要有更
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体现的是国
家在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决心。”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

永年如是说。
未来，横琴如何与前海、南沙强化

“战略联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

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王福强等不少专家
学者建议，要在“创新”“开放”“实干”
上持续发力，例如深化在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等方面的合作，共建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集群；积极开展产业人才合作、
企业对接联动，携手提升新兴产业集
群竞争力，共同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
门户枢纽。

就在6月28日，深中通道中山大
桥成功实现合龙，如竖琴般矗立于珠
江口之上，为深中通道2024年如期通
车奠定坚实基础，将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互联互通的“强劲动脉”之一。

往来便利、动力十足、活力迸
发、吸引力彰显、辐射力倍增……横
琴与前海、南沙正从隔海相望走向
同频共振，携手谱写大湾区建设新
篇章！

横琴、前海、南沙战略联动，在创新开放实干上持续发力

三大平台相辅相成
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深化合作

琴澳·新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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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与前海、南沙正从隔海相望走向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6月 28
日，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吊装到位，由
中铁大桥院设计的世界最宽整幅跨海
钢箱梁斜拉桥——深中通道中山大桥
顺利合龙，标志着深中通道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这一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枢纽工程建设，正为大湾区东西两岸
产业共融带来更多想象。

就在中山翠亨新区深中通道西

着陆点旁，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
工车辆往来穿梭。由深圳、中山两
地国资平台联手打造的“湾区未来
科技城”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开
展。作为中山“东承”深圳创新要素
的重要载体，该项目将以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为产业主体，集
聚企业不少于 200 家，总产值不低
于100亿元。

记者从承建方中建三局一公司
了解到，该园区占地面积7.5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达38.3万平方米，其
中地下室一层，地上包含16栋办公
楼、宿舍楼及研发设计楼，目前已有
7栋实现结构封顶，主体工程已完成
建设总量约三分之一，预计2023年
完成建设。

作为深中两地合作建设的示范项

目，深中通道全面连通后，该园区可
“东承”深圳创新要素，依托翠亨新区
科技、人才相结合的广阔平台及深圳
科技园集团在园区建设运营、产业集
聚和创新服务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
验，着力建设“产、城、人”融合共生的
科技云谷产业新城，把项目打造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再造、价值链提
升、创新链完善”的新标杆。

中山湾区未来科技城预计明年竣工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再造新标杆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
道：随着澳门暴发新一轮疫情，战“疫”
号角再次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内吹
响。合作区财政局公共开支处的8名
巾帼文明岗工作人员落实业务、防疫

“两不误”，“双线”支持合作区疫情防
控工作。

据了解，社区每日承担多项疫情
防控部署，需要综合处理基层复杂多
样的实际需求。在小横琴社区，公共
开支处的巾帼志愿者配合完成上门

“扫楼”登记排查，支援录入人员信息
报备、安装智能门磁等；在荷塘社区，
巾帼志愿者支援挂点的核酸检测点，
在入口测温、检查“三码”。

疫情期间，合作区商业银行暂停

对外营业，为保障各工作机构业务正
常开展、民生类补助及时支付，以及支
持企业纾困解难，公共开支处的巾帼
志愿者结合自身职能，启动应急保障
措施，与代理银行保持沟通协调，24
小时保障疫情防控资金支付。

疫情期间，这些巾帼志愿者与社
区工作者相互鼓励、紧密配合，在值班
过程中及时解答居民疑惑、耐心完成
信息登记。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
表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我们
更要坚守岗位，更显担当！”

战“疫”中展现“她”力量
合作区财政系统巾帼志愿者投身防疫一线

澳门多个学术机构27日举办“澳
门与金砖国家：愿景与挑战”线上座谈
会，深入探讨澳门如何与金砖国家开展
合作以及应对后疫情时代所面临的挑
战。

来自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
院、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亚太商
务研究中心和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

澳城大校长刘骏在开幕致辞时表
示，金砖机制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打开合作之门，代表了未来世界的发
展。大学可扩展延伸金砖国家国别研
究，可与金砖国家典型性的大学联手合
作进行专题研究，在国际背景下讲好中
国故事，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澳城大协理副校长叶桂平表示，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许多
重要共识。澳门可配合加快中葡平台
建设，叠加“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效应，做好平台服务，务实推进
科技创新。同时利用电子商务、服务贸
易等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促
进内地、澳门和葡语国家的交流合作，
推动经济复苏。

与会专家学者提出，澳门可以金砖
国家间共同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开展双
边或多边科研合作为依托，把技术创新
精神融入金砖国家教育合作中，推动金
砖国家实现科技创新和教育进步协同发
展、共建开放包容的科技教育“朋友圈”。

此外，澳门可结合“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建设，开拓金砖国家游客客源，积
极响应金砖国家绿色旅游联盟工作。
澳门还可发挥平台优势，持续打造中葡
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创建互联网“互鉴”
论坛，开展丰富多彩的云端主题月活
动，鼓励青年们以合作交流的形式挖掘
中国和葡语国家共享的价值观、共通的
文明精华。 （据新华社）

澳门举办座谈会探讨与金砖国家合作愿景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在炎热的天气里，消暑纳凉是大家
的基本需求，一旦“贪凉”也很容易引起
人体阴阳失衡，从而诱发各种疾病。今
年6月，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中医
科开设了新特色治疗项目——火龙罐疗
法。该疗法能有效祛除寒邪、蓄养阳气、
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深受患者青睐。

李硕是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
主任、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博士。
据他介绍，火龙罐由玄石加特殊紫砂，
经过特殊工艺烧制而成。罐内固定道
地药材——蕲艾，点燃后生发纯阳之

性，犹如火龙之口，助身体驱寒、除湿、
化淤，因此取名为火龙罐。

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操作要点及
罐体制作材质，火龙罐分为大罐、小罐、
金罐、银罐等。大罐火力旺盛、渗透性
强，适用于腰背部、臀部等肌肉丰厚的
地方；小罐火力较弱，操作更轻便，主要
作用于腹部、女性背部等部位；金罐主
要用于小儿推拿、面部美容、乳腺保健
等；银罐则主要用于四肢、关节、颈椎等
部位。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火龙罐疗法
时，有一些禁忌要格外注意。例如急性
疾病、接触性过敏或艾烟过敏者慎用；不
明原因的内出血、孕妇腰骶部和腹部、糖
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者禁用；严重外伤伤
口未缝合、有传染性疾病、精神病患者、
醉酒者、吸毒人员禁用。

夏日祛寒蓄阳有妙招
中医疗法火龙罐成新宠

▶巾帼志愿者配合小横琴社区
完成基层防疫工作。

合作区财政局供图

“你先跳！”“好，你看着！”父亲灵活地在轮胎间来回穿梭，孩子在一旁
笑得裂开了嘴。 蕉下客 摄

父与子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6月2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1年度全国电
力可靠性数据。该数据显示，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9市中，珠海、深圳、中山、广
州、佛山5个城市的全口径年平均停电
时间小于1小时，目前大湾区的供电可
靠性已达到世界主要湾区先进水平。

与国际湾区主要城市对比，珠海、
深圳、中山、广州四个重点城市已经进
入电力可靠性前50%行列，核心城市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甚至已低于纽约、旧
金山。

以珠海为例，珠海供电局积极推进
配网网架和自动化建设工作，使得珠海
的配网线路馈线自动化覆盖率超过
99%，自愈覆盖率达93.85%，为供电可
靠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珠海供
电可靠性近5年来多次在全国地级市
中位居前列。

同时，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
例，目前供电部门已在合作区建成“分层
分区、自治自愈”的高可靠性智能配电

网。据珠海供电局生产计划部经理刘
尧介绍，当出现电路故障时，这套智能配
电网不仅能够隔离故障，还能自动恢复
非故障状态的用户供电。2021年，该区
域低压客户年平均停电时间低至27秒。

2021年12月10日，合作区执委会
又与广东电网公司签订“十四五”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推动横琴粤澳智
慧能源深度合作示范区建设，在2024
年基本建成高可靠供电、高品质服务、
全绿色动力的“两高一全”能源电力供
应体系。

据统计，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全社会
用电用户超过4236万户（不含港澳、深
圳），年用电量超过6000亿度（不含港
澳、深圳），各种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数
以百万公里计。

广东电网公司表示，今年，大湾区
内地9市还将继续完善电能质量保障
体系；到2035年，可实现各电压等级及
重要敏感客户监测全覆盖，供电质量全
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供电可靠性达世界先进水平

2024年合作区建成“两高一全”电力供应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