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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7月22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民生事务局对外公布2022年8月拟
发放就业创业补贴情况，合作区本次
拟发放补贴总计726万元。

本次拟发放补贴共有12项，包括
港澳人员到横琴创业补贴、港澳人员
到横琴就业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港澳
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社保补

贴、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一
般性岗位补贴、基层就业补贴、创业
带动就业补贴以及大湾区青年就业
计划生活补助、就业见习补贴、与就业
时间挂钩的劳务输入就业补贴和
2021年度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

其中，用人单位招用港澳人员社
会保险补贴拟为珠海横琴丽新文创天
地有限公司、开拓者（珠海）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等4家用人单位补贴约5.1
万元；小微企业社保补贴拟为28家企
业补贴46万元；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生活补助拟为来横琴工作及发展事业
的3名香港青年人发放补贴8000元。

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度失业保
险稳定岗位补贴在12项补贴项目中
涉及的用人单位最多，拟发放补贴金
额也最高，将总共为横琴6225家用

人单位发放约650万元补贴。其中，
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珠
海横琴分公司将获得的补贴最高，达
875899.72元。

目前，2022年8月拟发放就业创
业补贴情况正处在公示阶段，公示期
为7天。其间，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异
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向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反映。

合作区公示8月拟发放就业创业补贴情况

预计发放12项补贴共726万元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敖璟
荟报道：7月23日，澳门恢复工商业
场所有限度运作首日，靠泊在珠海西
域码头的“天九1”号货船装载着一批
重达590余吨的桥梁钢结构，经海关
关员查验后缓缓驶向澳门。据悉，该
批钢结构将用于澳门第四座跨海大
桥建设。

“目前大桥已经进入桥梁钢结构
安装的关键阶段，不巧碰上澳门疫情，
这批桥板出口已经推迟了快半个月
了，工期紧、任务重，大桥承建方也很
着急。”珠海伟新报关代理有限公司经
理黄镇伟说，“而且这次出口的桥板比
较特殊，每块桥板500多吨，最长有
60米，板与板之间拼接精度的技术要
求高，不能有擦碰，制作完成后我们需
要直接安排吊装上船。”

拱北海关所属湾仔海关在了解到

企业的难处后，积极协调码头、报关
行以及船舶代理企业，进一步梳理
货物提前申报、实货运抵以及检查
放行的通关流程，结合该批桥梁钢
结构货物及装载特点量身定制通关
方案，桥梁钢结构在监管场所之外
装船，关员外出监装，运抵码头报关
后，在船检查、即到即办，最大限度提
供通关便利。

为保障澳门第四座跨海大桥项目
建设顺利推进，湾仔海关为项目建设
用的砂石、桥梁钢结构、大型工程机械
设备及零部件等供澳物资出口开辟

“绿色通道”，主动对接了解企业出口计
划，提供24小时预约通关、随到随查等
服务，并针对部分物资体积大、价值高
的特点，依托视频监控系统全程开展
吊装监管，不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湾仔海关助力大型桥梁钢结构出口

支持澳门第四座跨海大桥建设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7月22日，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
究院发布“2021-2022年度中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根据指数得
分，前海、南沙、上海（浦东）、上海（临
港）、厦门、天津、成都、北京、武汉、重庆
进入全国前十名。横琴得分81.75分，
排名第11位。

“创新指数”包括“投资自由化”“贸
易便利化”“金融改革创新”“政府职能转
变”“法治化环境”5个一级指标、19个二
级指标和57个三级指标，评估对象是全
国54个自贸试验（片）区。“创新指数”显
示，全国自贸试验区在过去一年中，共计
形成120多个与抗疫相关的制度创新案
例，为其他地区防疫抗疫工作提供了重
要的经验借鉴。本年度，全国54个自贸
片区制度创新的总体得分平均值为
76.70分，相比去年（75.84 分）有一定的
进步。

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
院理事长李善民指出，中国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展到今日已走过了9年，从最初
的“碎片化”改革创新到今天的制度集成
创新，自贸试验区在推动制度型开放的
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方向引领和中坚力量
的角色。过去一年，在疫情反复的背景
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风雨中前行，
不论沿海片区，还是中西部片区和边疆
片区都主动改革、善于创新，扎实推进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改革发展，制度创
新“红利”逐渐显现。

根据指数得分，广东的前海与南沙
片区排位依然稳固，得分分别为89.51、
89.14，居全国前列。其中，南沙片区表
现出很强的上升势头，与前海的差距在
逐渐缩小。南沙片区位居“贸易便利化”
和“投资自由化”两项一级指标榜首。“前
海、横琴、南沙三个自贸片区在粤港澳大
湾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属于国家战
略的叠加、赋能和放大，在大湾区的建设
中将起到一个引擎的作用。”中山大学自
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在指数发布
现场强调。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符
正平认为，国家对广东前海、横琴、南沙
非常重视，在大湾区中，三个区域都是面
向粤港澳合作，但有所差异。前海核心
是“制度创新”，做改革、开放平台，面向
香港服务业；横琴是解决对澳门的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问题，做澳门居民的“新家
园”；南沙的核心是做港澳的协同，解决
香港的企业和居民，尤其是港澳年轻人
的学业就业创业执业问题，增强对祖国
的认同和对世界大势的了解。

据悉，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于2015年1月22日挂牌成立，是依托
国家高端智库——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
研究院建设，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
易港为研究对象的广东省重点智库。此
次相关研究成果发布，是该研究院连续
第7年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
成效进行综合评估。 （据中青报）

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出炉
横琴排名第11位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伍芷莹
报道：7月22日，金羽国际融资租赁（珠
海横琴）有限公司在横琴国际商务中心
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入驻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这是自融资租赁行业监管职能转
隶以来，也是合作区挂牌后，首家新设立
并在合作区实体办公的融资租赁公司。

据介绍，金羽租赁由山西转型综改
示范区金控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注册资
本为2亿元，主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金羽租赁的成功落地，不仅为合作区融

资租赁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力量，还将
进一步增强合作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明确提出，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
开放的新体系，加强合作区金融市场与
澳门、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联动。金羽
租赁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围绕澳门
与合作区的重点发展产业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支持琴澳两地现代金融产业多元
发展。

合作区融资租赁业增添新力量
首家新设立并实体办公的融资租赁公司入驻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北区近日开
园。此次梦工场北区一期项目投入使用
后，梦工场系列产业空间由4.7万平方
米扩展至13.9万平方米，将助力前海港
澳青年梦想腾飞。

梦工场北区位于桂湾片区前海城市
客厅核心区域，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14.3万平方米，重点打造“四
中心一街区”，引入发展佳、潜力大的企
业类、机构类、平台类成长型企业。

其中，产业集聚中心引入金融科技、
电子商务、信息科技、专业服务等领域的
优质企业；创业加速中心引入具备较强
创新创业资源整合能力及港资项目引进
能力的加速器机构；成果转化中心引入能
级引领型高校平台载体，重点面向香港元
素丰富的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中心及
创新创业平台等载体；文化体验中心依托
前海首个配建公益性文化设施大楼，吸纳
国际化、创意感十足的体验内容，打造前

海创意新地标；港味活力街区打造集食、
住、游、娱、购为一体的“港味”潮玩主题美
食城及青年社群化创意居住区。

同时，梦工场园区打造“港企无忧服
务”“双城生活服务”“跨境人才关怀”“港
青社群文化”四大港青专属服务板块，助
力港企落地前海良性运营，助力港青尽
快融入内地生活。

目前，梦工场北区已引进香港亚谛
加速器、香港大学-前海智慧交通研究
院、大湾区3C智能制造转换基地等5个
港资孵化机构和21家企业，其中13家
为港企。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系列产业空间
分为2014年12月建成启用的中区、此
次启用的北区，以及计划于2022年8月
动工的南区。截至目前，前海深港青年
梦工场系列产业空间已累计孵化创业团
队601家，其中香港团队331家。

（据新华社电）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北区开园
助力港澳青年梦想腾飞

在横琴香江路一处工地，一朵朵巨无霸白云飘过蓝天，建筑工人在烈日下
指挥两辆巨无霸工程车就位，火热的建设场面随即展开。 （何芳 摄）

夏日巨无霸夏日巨无霸

湾仔海关关员对货物进行查验。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彭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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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伍芷莹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加
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珠
澳两地居民选择在横琴工作、生活，汇
聚而来的人流、车流给一些路段带来
交通繁忙的景象。

有细心的合作区居民发现，在高
峰期连贯且快速的车流旁，行人通过
未设置红绿灯的斑马线时常感到“有
压力”，父母也对学童通过主干道马路

“有担忧”，交通出行安全话题引关注。

市民反馈：
车流密集行人通行存隐患

近日，梁先生通过“横琴潮”微信
公众号后台留言向本报记者诉说了一
件“烦心事”。在横琴工作生活已超过
两年的梁先生反馈，作为横琴交通主
干道的环岛东路存在车流较多、车速
较快现象。其中，靠近居住区、商业区
的三处斑马线未设置红绿灯，行人通
过存在安全隐患。

梁先生所反馈的斑马线分别位于
环岛东路交联澳路T字形路口与横琴
国际商务中心之间的路段、横琴·澳门
青年创业谷（以下简称青年创业谷）周
边路段以及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附近
路段。

居住在横琴新家园的部分居民也
告诉记者，环岛东路青年创业谷路段
附近为学校区域，经常有学童通过该路
口。在交通繁忙时段，路面车流连贯密
集，家长对孩子的出行安全表示担忧。

记者体验：
“小跑式”过马路“有压力”

昨日16时许，记者分别前往上述
路段实地体验交通情况。在市人民医
院横琴医院附近路口，由于斑马线所
设位置两端分别为水岸与景观带，较
少行人穿行通过该路口；在横琴国际
商务中心路口附近，记者观察到，偶尔
有一到两个行人在路口等待主干道车
流通过后，再以“小跑”通过斑马线。

相较而言，环岛东路青年创业谷
路段斑马线的行人数量更多。离开周
边商业综合体及园区的居民，三三两
两地走向环岛东路靠澳门大学横琴校
区一侧，大多数居民过马路后会在斑

马线附近的公交车站内停留等候。
此外，环岛东路主路的设计为双

向六车道，按城市道路行车道宽度为
3.5米计算为21米。记者在车流停止
间隙以“小跑”通过需要10秒左右，如
果长者、幼童或其他行动不便的居民
通过马路则需要更长时间。

记者还留意到，以上三个路段的
斑马线均在车道分界线处放置了“雪
糕桶”，但并未设置红绿灯。在经过斑
马线附近时，途经车辆均短暂刹车以观
察路面情况，但车速仍然较快。记者站
在斑马线一侧时，会感觉到远处快速驶
来的车辆带来的过马路“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创业谷周边
的斑马线位于环岛东路一段长约2公
里的连续直道尾端，车辆在主道行驶的
车速普遍较快。记者驾车在上述相关
路段以时速60公里匀速前进，观察到
有部分车辆以更快的车速经过。

在创业谷一带上班的黄先生则表
示，该路段靠近下桥位置，繁忙时段车
流较大，“虽然大部分司机会礼让行
人，但也见过有小部分汽车车速很快，
直接就开过去了。”

记者观察：
人气渐旺交通安全引关注

此外，报料人梁先生日常生活中

时常通过环岛东路青年创业谷路段
附近的斑马线。他观察到部分学童上
下学时段经过此处时，都需要等待车
流通行一段时间。因此，梁先生等希
望可以在周边完善过街设施，如通过
增设红绿灯、建设天桥或地下通道的
形式，方便居民过马路。

当前正值暑假，记者在马路上较
少遇见学童身影。不过，横琴新家园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在假期开始前，
周边路段能见到较多学龄儿童。周
边居民对便民通行设施的建设表示
关注。

位于环岛东路附近的横琴新家园
居民区人气渐旺，该小区所在的区域
被众多公共场所及配套商圈包围。横
琴中央汇和亚哈启圆金源国际广场两
个商业综合体与横琴新家园隔香江路
对望，小区西侧还建有大横琴高级人
才酒店、横琴一小和横琴中心幼儿园。
在更靠北的位置，青年创业谷也聚拢
了不少人气，园区内已有超过700家
企业入驻。

综合来看，该片区聚合了居住、商
业和办公等综合功能，常住居民和流
动性明显的“通勤一族”在此处交会，
出行高峰期也正是这里的交通繁忙时
段。伴随着交通出行需求的增长，周
边居民对交通环境、基础设施及“出行

安全感”愈发关注。
在横琴的苏先生说：“之前有部分

居民建议在车速快、行人多的位置建
设天桥，但相关方案未被采纳通过。
如果有条件，在附近设置天桥，居民过
马路时肯定会更加安心放心。”

部门回应：
排查隐患营造安全环境

最新数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横
琴近一年未发生道路交通死亡事故，
合作区交通安全情况整体平稳有序。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针对环岛
东路横琴新家园路段的车流特点
和通行情况，合作区交管部门正通
过设置反光锥等路面引导设施、相
关路段限速、设置监控摄像头等措
施，提醒来往车辆礼让行人。下一
步，相关部门将考虑与社区合作，在
高峰时段的相关位置设置交通文明
志愿岗，为周边居民提供安全便利的
出行环境。

此外，合作区正对辖区大货车主
干道行驶进行限速，并通过道路监控
和流动测速进行交通监管。交管部门
目前正围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
整治行动开展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继
续排查隐患点位，营造安全畅顺的交
通出行环境。

环岛东路几处斑马线未设红绿灯，行人“有压力”“有担忧”

周边居民盼建便民过街设施

行人匆匆走过横琴环岛东路一处斑马线。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