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唐晓晴：

大湾区法律服务融合要走好每一步

“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渐密，内地涉港
澳和港澳涉内地的法律业务与需求不断增
长。大湾区港澳律师执业试点工作具有必要
性，相关政策的可行性也随着此次‘首轮领
证’有所展现。希望未来可以设立数年一次
的考试机制，为港澳律师打开常态化融入湾
区的窗口。”

“‘领证上岗’只是一个开始，后续的配套
制度及措施需继续跟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港
澳律师在内地的配套制度及执业环境。”唐晓
晴指出，内地律师行业和港澳同行之间在监管
制度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首先，内地律师执业受国家、社会和当事
人的监督，既接受多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管，
同时又受各级律师协会行业自律文件的约束；

在濠江对岸，澳门律师公会属于独立的公法
人，澳门律师原则上主要受澳门律师公会规
管。澳门律师主要遵守《律师通则》《职业道德
守则》及《律师纪律守则》等规定，其监管主体、
职业规范存在差异。

其次，在组织形式方面，内地律师多数以
合伙形式加入事务所，律师须由律师事务所指
派承办业务等各项业务规范，法律均有明确规
定；相较而言，澳门律师事务所在法律上没有
明确的制度安排，澳门律师原则上以个人名义
执业，即使多名律师处在同一地点或机构执
业，实际上也是各自独立开展业务的律师。

根据规定，在大湾区执业的过程中，港澳
律师必须加入律师事务所方可执业。而内地
不同规范、形式的律师事务所众多，澳门律师
对其了解程度可能有限。唐晓晴建议，监管
部门或行业协会可用律所名册等形式，为港
澳律师寻找合适合作对象提供便利；同时，相
关部门协会也需要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帮
助港澳律师快速适应和规范开展业务。

唐晓晴还留意到，国家最高人民法院近期
出台了支持保障合作区建设的相关意见，其中
包括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完善域外法查
明和适用机制，构建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等内容。唐晓晴建议，未来在大湾区执业的港
澳律师应关注更多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储备相关业务知识，争取为制度融合建设建言
献策、作出贡献。

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法律与规则衔接研
究所研究专员熊李梓：

湾区法治建设与港澳人才的“双向奔赴”

“对于港澳法律人而言，身在湾区将有更
多机会和平台可以展露拳脚，投身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大潮，为大湾区法律服务融合发展作出
新贡献；对湾区居民而言，试点工作的推进让
湾区法律服务行业建设的脚步加快，法律服务
体系更为健全，能够更好地满足湾区居民的多

种法律需求。”
熊李梓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业产

生了新的市场化需求，吸纳源源不断的专业法
律人才是必然趋势，而大湾区港澳律师执业试
点工作为湾区法律服务业特别是律师行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港澳律师获
准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是引进港澳律师和
高端法律人才、整合大湾区法律服务资源、优
化大湾区法治环境的重要举措。”

“不论是内地律师还是港澳律师，港澳律
师的正式‘入局参与’都为各自的业务能力带
来新挑战。”熊李梓表示，港澳律师进入大湾区
执业后，不仅执业范围有限，并且也需要较长
时间适应内地的司法环境。想要顺利进入内
地市场，尚需“转变观念，找准定位”。但与此
同时，港澳律师更熟悉国际规则，在诸多法律
领域积累了经验。这些高端法律人才的引入
必然带来大湾区法律服务市场份额的新一轮
调整。因此，内地律师也需要保持不断学习的
心态，提升专业能力，与港澳律师在合作中谋
求共赢。

熊李梓还认为，未来联营律师事务所将成
为承接港澳律师湾区执业的重要载体，但联营
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和运营更具挑战性。目前，
合伙联营试行办法已出台推行了一段时间，合
伙联营试点的地区范围也已扩大至广东全
省。未来，管理者在运营层面还需要留意港澳
律师的优势业务领域、个性化需求以及过去所
形成的成熟的执业习惯，帮助其快速融入内地
法律市场，充分发挥个人优势。

此外，熊李梓建议，内地相关监管部门与
行业协会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为港澳律师提
供良好的执业环境。在制度建设层面，需完善
粤港澳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健全相互认可和
执行的民商事案件判决机制，打造公平稳定、
深度融合的法治环境；在服务引导层面，要为
港澳律师提供学习内地法律的培训服务，帮助
其理解与掌握内地法律制度，使其能够逐步办
理内地法律事务，打破联营律师事务所内部两

地律师各自办案的局面，真正实现大湾区法律
服务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当事人说>>>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澳区委员、澳门执业
律师程嘉雯：

这是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这是一张宝贵的入场券，也是我们港澳
律师深入了解内地法律的窗口。”程嘉雯表示，
自己已经是内地一家联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
合伙人。获得新的执业资质后，业务范围将从
原先“仅限澳门法律”延展到“适用内地法律的
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能够成为全国首批港
澳大湾区律师，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对未
来执业充满期待！”

回忆起自己参与大湾区律师相关培训和
考试的经历，程嘉雯记忆犹新。2021年7月，
程嘉雯来到珠海考场做完了两套试题，“从宪
法、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到中国法律历史，考试
内容基本囊括了考试大纲和内地的法律框
架。”考试合格后，程嘉雯继续参与了广东省律
协的集中培训，直到今年6月完成面试考核。

“之前只能看到内地法律各个分散的点，
通过这次考试考核后，自己已经对内地法律有
了较为系统性的了解。”程嘉雯表示，她在准备
考试的过程中发现，澳门法律和内地法律的部
分法理逻辑和术语比较相似，这让她感到“考
试有难度，不过感觉很熟悉”。

在程嘉雯眼中，目前港澳律师执业试点工
作的推进是大湾区发力体制机制衔接的重要
一环，法律服务行业“先行先试”的成效也会带
动后续其他更多行业和领域的跨境融合。接
下来，程嘉雯的个人职业规划也因获得新资格
而有所调整，她计划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内地
法律业务上，“这个更为广阔的市场里还有更
多经验和知识等待我去探索，我需要做好充分
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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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横琴岛
南部，一艘犹如来自外太空的“星际飞船”已展
现出它炫目的外观。7月8日，记者从珠海长
隆集团获悉，珠海长隆二期工程的核心项
目——长隆海洋科学乐园目前已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建成后或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室内主题
乐园。

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海洋类主题乐园，珠
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一期工程长隆海
洋王国自2014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
过8000万人次。长隆海洋科学乐园作为二期
工程核心项目，近3年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

从远处眺望长隆海洋科学乐园，整个建筑
物颇具现代科技感。该建筑总长度约650米，
总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包括珊瑚秘境、海洋
之歌、海洋大学堂等多个主题游览区，每天可
接待超过5万名游客参观游览。

长隆海洋科学乐园国际设计团队核心成
员JON BINKOWSKI表示，长隆海洋科学乐
园是一个颇具前瞻性且独具创意的主题乐园，
融汇国际设计理念，让主题乐园的创意水平达
到了世界高度。

走进还在调试阶段的长隆海洋科学乐园
珊瑚区，记者看到，一个巨大的珊瑚缸中饲养
着不同形状的珊瑚，令人赏心悦目，行走于此
仿佛置身神话中的“龙宫”。该珊瑚缸水深5
米，水体量达3200立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活体珊瑚缸，饲养着100多种各类珊瑚。

在长隆海洋科学乐园中，这样的世界第一
远不止一个。据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
区总经理蒋敏灵介绍，长隆海洋科学乐园内的
生物主缸水体量可达5.3万立方米，即将刷新
世界纪录。生物主缸一侧的水族展示窗，长
46.2米、高8.3米，同样将成为世界第一。长隆
海洋科学乐园还设有15个科普共享空间，其
中最大的海洋大学堂，能同时容纳5000人观

赏，运用多媒体技术实现寓教于乐。
“鱼类展览池、亚克力玻璃观景窗、活体珊

瑚缸、鲨鱼展示缸、海洋生物维生系统……待
乐园开放后，游客将透过亚克力玻璃视窗，欣
赏到蔚为壮阔的海洋动物奇景。”蒋敏灵说。

长隆集团首席动植物官董贵信表示，在长
隆海洋科学乐园这一超级工程的研发和建设
过程中，邀请了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德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国内的几十位专家、院士
团队，他们深度参与了动物保育这一超级工
程，其中，仅活体珊瑚缸工程就与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等
多个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科普宣教
和野化放归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创院院长保继刚教授
认为，长隆海洋科学乐园将继续巩固、强化珠

海长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不仅能够为
珠海长隆增加新亮点，甚至可以为整个大湾区
文旅产业创造难以复制的吸引力。”琴澳一体
化的发展，不仅将便利澳门居民，而且在澳国
际游客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出横琴。保继刚表
示，通过功能互补和市场共享，长隆海洋科学
乐园将对横琴、澳门两地文旅业产生强劲带动
作用。

横琴“星际飞船”主体工程完工
琴澳文旅将添新亮点

长隆海洋科学乐园主体建筑外观酷似“星际飞船”。 受访单位供图

新华社香港 7月 9日电“笔墨丹青绘湾
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美术作品展”9日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启动。展览共展出116件美术
精品，旨在借助内地及港澳美术家们的画笔，记录
描绘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实践，展望香港美好未来。

展出的116件美术精品选自2000多件全国
各地美术家新作，其中包括12位香港美术家、8
位澳门美术家的作品。重点题材涵盖“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建党百年在港澳”“香港国安法正式颁
布”“驻澳部队官兵携手澳门市民共同抵抗风灾”

“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香港高铁通车”等丰富内
容，承载了25年来发生在大湾区的历史性事件及
重要发展变革。

展览以四城巡展方式举行，继6月24日北京
展在国家博物馆揭开帷幕后，还依次在香港、澳
门、深圳进行展览。

笔墨丹青绘湾区
116件美术精品亮相香港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植根琴澳合作的科研
力量，有望为澳门抗击疫情增添新保障。“当前，澳
门正经历新的一波疫情。如何开展快速、精准、便
利的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一大关键。”近日，澳
门国际科技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王安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加快推动澳门大学相关
团队研发的一款快速检测设备落地应用。

据了解，该款设备叫做“Virus Hunter”，由
澳门大学博士陈天蓝与其技术团队在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创立的珠海市迪奇孚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打造，其外观形似一台“迷你”的电脑主机，包含
鼻咽拭子、裂解棒、检测试剂的检测芯片和快速检
测设备，犹如将专业的检测实验室“装”进了一台
便携设备里。

“传统的核酸检测通常需要4到6个小时出
结果，而我们的设备检测过程只需约半个小时，全
程采用数字型微流控技术进行自动化检测，也降
低了因人工操作而导致样品污染的风险。”陈天蓝
介绍说，该款产品已经与内地著名核酸试剂上市
企业达成合作，正在加快办理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

作为核心应用的数字型微流控技术，正是源
自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
家重点实验室。澳门大学不仅将该专利授权给迪
奇生物，并首次入股毕业生团队创立的公司，在人
才、技术、资源等方面给予支持，致力于让更多科
技研发成果在合作区转化落地。

“‘Virus Hunter’的应用，为核酸检测仪器
的集成化、自动化和小型化发展提供了创新方案，
得到澳门科技业的广泛关注、重视和支持。”周王
安表示，希望澳门特区政府逐步推广应用更多创
新技术，不断强化丰富检测手段，为抗击疫情助
力，并以此开拓琴澳产学研合作的新路径。

将检测实验室“装”进便携设备

琴澳科创力量
将为抗疫添保障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为进一步
提升行政服务水平，切实为民办实事，7月8日，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在横琴综合服务中
心开设工伤保险服务窗口，受理工伤备案登记、工
伤认定申请业务，实现工伤认定业务就近办理，提
升了企业与职工的办事便利度。

以往发生工伤事故伤害，属合作区管辖的企
业及属地在合作区的建筑工程项目单位需前往珠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办理工伤认定业
务，合作区工伤保险服务窗口开设后，用人单位及
职工可直接在合作区申办该业务。

为确保过渡期内合作区工伤认定业务平稳有
序开展，依法保障合作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作
区民生事务局与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
立了工伤认定业务联动机制，整合资源，形成规范
有序的联动。同时，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合作、资
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工作思路，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还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建立
工伤联合调查合作模式，整合商业保险的服务资
源和调查力量，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及企业自身优势，开展工伤调查取证
有关工作，让工伤保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记者了解到，合作区工伤备案登记和工伤认
定申请“掌上办”功能已开通，职工本人可通过“珠
海社保掌上办”微信小程序，24小时随时随地提
交工伤备案登记和工伤认定申请，打通工伤保险
经办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工伤申报零跑腿。

合作区开设
工伤保险服务窗口
工伤认定业务可就近办理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正式启用

湾区法治建设融合发展新突破
7月6日，香港律师何君尧和澳门律

师邝玉球、程嘉雯、谭晓红迎来了各自法
律职业生涯的新节点，成为全国首批获
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的港澳
律师。此前，港澳律师一般作为“派驻律
师”为客户提供涉港澳或外国法律的相
关服务，并被明确规定不得办理内地法
律事务。在律师执业证（粤港澳大湾区）
启用后，获得相关执业资质的港澳律师
可从事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
事务，即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诉讼案
件及部分民商事非诉讼法律事务。与此
同时，目前港澳律师可在大湾区内地九
市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或受聘
于港澳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并
可成为此类联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本轮获得执业资质的澳门律师、澳
门高校学者及内地研究机构研究员对记
者表示，“港澳律师处理内地案子”将成
为大湾区居民解决纠纷的选择之一，港
澳法律专业人士在大湾区法律服务衔
接、法治环境建设的参与度也将更深入。

描绘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的美术作品。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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