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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
道：7月26日，横琴元宇宙发展之路
高级别专家研讨会在横琴长隆国际会
议中心召开，当日，由合作区经济发展
局、法律事务局、金融发展局、商事服
务局、民生事务局5部门共同组建的
合作区推动元宇宙产业发展专班揭牌
成立。根据相关规划，合作区将打造
元宇宙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的超级试
验场，并逐步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构
建、产业基金等打造元宇宙产业发展
新高地，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四大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聂新平、符永革、苏崑出席活动。

研讨会上，聂新平携执委会及专
班成员部门领导与业界专家进行深入
讨论交流。12名业界专家结合发展
方向、产业规律、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

等内容，为合作区元宇宙产业发展建
言献策。与会专家均表示，元宇宙正
在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和原有经济生
态，将对区域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据介绍，合作区位处国家战略前
沿，其支持元宇宙产业发展的决定具
有技术敏感性与发展前瞻性。未来，
合作区将依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部署，推动编制符合合
作区发展实际和产业特色的《元宇宙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并将研究出
台《促进元宇宙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据悉，在元宇宙产业孵化成长的初
期阶段，合作区将携手长隆集团试点打
造长隆元宇宙超级试验场。长隆集团
将提供不少于3000平方米的集中空
间，规划建设元宇宙技术展厅，鼓励元
宇宙应用产品在长隆汇聚、展示、融合、

迭代。此外，该“超级试验场”将着力打
造政府提供支持、进入不设门槛的技术
交流平台，以市场化手段验证技术可行
性的验证平台，形成跨企业、跨行业和
跨地域互动的协同平台以及推动商业
化模式大规模复制推广的孵化平台。

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代理局长李子
蔚表示，作为一个跨应用、跨生态的崭
新领域，元宇宙的跨界发展的特点与
合作区“四大产业”发展方向契合度
高，既能推动构建下一代互联网产业
集群与国际数字贸易枢纽港，也能实
现其他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未来我们
将通过多部门协同与优质企业资源、
业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发力，以最务实
的路径推动元宇宙发展，做好产业服
务工作。”

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
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认为，在琴澳

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横琴
面向澳门国际化科研资源和文旅市
场，背靠大湾区数字经济与高科技资
源，发展元宇宙产业的优势显著，“目
前结合元宇宙技术开展国际合作是业
界的新议题，横琴可以从容地选择自
己的优势和特点，培育相关产业、吸引
优质企业资源，打造区域性乃至国际
性的元宇宙门户基地。”

“元宇宙已经孕育了很多精彩的
故事，横琴现在需要完成的事项，就是
让这些未来生活和技术应用的可能性
务实地变为现实。”聂新平表示，合作
区接下来将围绕文旅会展、高端制造、
智慧城市等领域建设系列元宇宙“超
级试验场”，抓紧形成建设方案、技术
路线和时间表，打造“元横琴”，构建集
技术创新、融合应用、用户体验、规则
制定于一体的元宇宙创新平台。

合作区推动元宇宙产业发展专班揭牌成立

横琴将打造“元宇宙超级试验场”

横琴元宇宙发展之路高级别专家研讨会现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供图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盛夏炎炎，横琴涌动出新的热
浪。7月26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推动元宇宙产业发展专班揭牌成立，
一个由区域政府部门谋划设计的元宇
宙应用“超级试验场”概念崭新问世。
这标志着合作区正式对外宣布布局元
宇宙产业发展赛道，向国内外相关行
业的优质企业资源释放积极信号。

解题元宇宙的新思路

什 么 是“ 元 宇 宙 ”？ 元 宇 宙
（Metaverse）概念的雏形初现于1992
年美国作家的构想中。在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一系列“赋能技
术”不断成熟的当下，元宇宙作为一项

“呈现性技术”逐步进入大众视野，代
表着计算机工程师、文化工作者、传媒
机构和普罗大众对未来生活的想
象——更密集、更沉浸的信息流，虚拟

财产确权后所形成的崭新经济生活，
现实与虚拟的“无缝对接”……未来仿
佛就在眼前。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元宇宙
这片蓝海还潜藏着诸多未知因素和
不确定性。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有
业界专家指出，学界业界对于元宇
宙的概念尚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
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元宇宙的发展
路径“百家争鸣”，合作区该如何整
合各类资源，推动跨应用场景、跨行
业领域的“元宇宙”被行业、市场和
受众认可？

另一位投资企业代表更关注相关
产业如何落地。在元宇宙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技术尚待发展的当下，元宇宙
构建的新消费场景是否有足够的技术
支持？配套内容创作产品是否做好准
备？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条可持续的
产业链？

没有人知道这一系列提问的准确

答案，而当下的合作区选择摸索出自
己独有的解题思路，“元宇宙+文旅”
正是其中的第一步。整体来看，文旅
会展商贸既是澳门优势资源的“基本
盘”之一，也是目前合作区颇具吸引力
的区域亮点。横琴岛上的横琴长隆海
洋王国、创新方和星乐度等品牌的发
展有声有色，在提供元宇宙落地应用
场景的同时，也为产品受众和内容资
源打下基础。

“独一无二”的底牌

与此同时，合作区手里握着“独一
无二”的底牌。处于“一国两制”实践
最前沿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关键节点的
横琴，承担着为国家探索更高层次改
革开放、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的重大历史使命。有业界人士评论，
合作区围绕元宇宙推进产业化的举动

“非常大胆，也非常有魄力”。
合作区看到，元宇宙可以引领“科

技研发与高端制造”，赋能“文旅商贸
会展”，加速“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
及“现代金融”的信息化进程。若发展
得当，“四大产业”将再添提速动力。
相关负责人透露，合作区将推进与学
界业界的长期互动交流，持续进行制
度创新并推出多样支持政策，“横琴发
展元宇宙不是为了‘蹭热度’，这是反
复酝酿、深思熟虑、深入追踪后研究出
来的发展方向。”

在稳扎稳打开局的同时，合作区
也需要考虑到，不少城市均已发力布
局元宇宙领域，合作区该利用哪些策
略步步“突围”？合作区与澳门的科技
资源相较其他城市有限，合作区又该
怎么引来产业“活水”汇聚成河？产业
链构建尚需时间培育，发展加速度有
待多方合力协作，合作区的支持政策
如何实现连贯性、持续性及针对性？
这套名为“元宇宙”的组合拳，合作区
才刚刚打完一套“起手式”。

布局元宇宙，横琴为何选择这条新赛道？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2022年
上半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力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合作区税收优惠
政策落地等利好叠加，百余项便民办
税缴费措施稳步实施，助力合作区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降低澳人澳企等个
人和企业实际税负，不断优化合作区
营商环境。截至6月底，横琴落实新
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累计新增退税
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约18亿元。

在落实合作区税收优惠政策方
面，政策落地首个年度，横琴澳门居民
整体税负下降达7成，初步实现横琴
澳门居民个税税负与澳门趋同，合作
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减免税

额同比增长1倍。当前横琴实有澳资
企业超过4800户，企业不断增长且生
产经营形势向好，带动上半年横琴澳
资企业税收增长超12%，合作区税收
优惠政策在“吸引新澳企，壮大新澳
资”方面效应初显。

税收优惠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
主体，帮助企业恢复发展、稳定经营，
增强了市场主体参与合作区建设的意
愿和信心。上半年横琴月均新增管户
超400户，增值税开票纳税人户数同
比增长3.59%。随着越来越多境内外
优质企业在横琴扎根发展，进一步促
进稳岗稳就业，吸纳就业人数不断增
加，带动上半年横琴社保费收入同比
增长超30%。

从企业看，大规模留抵退税“优先
安排小微企业”，4月份以来，横琴小
微企业成为退税受益主体，受惠户数
和金额分别占比96.3%、79.8%。从行
业看，横琴医药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
道路运输、电力生产、软件和技术服
务、住宿等行业受益明显，体现了大规
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聚焦制造业等
重点行业、基础行业的导向。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文旅业发展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退税减税降费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为企业增添发展
底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长隆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志刚表示。今年以
来，横琴长隆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

2.44亿元，近3年来享受各项税费优
惠政策金额超9亿元。

今年以来，横琴税务部门落实“我
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2.0版”，创新探索构建琴澳一
体化税费服务体系，确保需求响应更
快、网办体验更佳、分类服务更好、疫
情应对更实。

当前，横琴税务部门全面铺开“党
建引领聚决心 琴税为民赢满意”优化
合作区税收营商环境系统工程。“我们
将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助力稳
增长、保就业、惠民生，促进纳税服务
水平和纳税人满意度‘双提升’，积极营
造趋同澳门的宜居宜业环境。”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横琴大力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18亿元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 实习生陈颖彤
报道：“希望可以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
这种寓教于乐的防灾减灾游园会真的很
新颖，可以在玩耍中学习，一举两得。”7
月26日上午，“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
家园”防灾减灾游园会活动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荷塘社区红旗村居民小组举
行，吸引不少居民参加。

本次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化繁为
简、结合趣味游园会的形式进行，社工一
边引导居民参加游戏，一边向他们宣传
讲解防灾应急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

“圈灭灾害”“知识转转转”“急救物品微
体验”三个游戏摊位。虽然天气炎热，但
难以抵挡居民们参与游园会的热情。

在“圈灭灾害”“知识转转转”游戏过程
中，居民们纷纷开动大脑，顺利“闯关”、集

齐游戏摊位印章，便可换取小礼品一份。
“急救物品微体验”摊位前更是一片

繁忙：居民们通过现场摆放的七款道具，
进行逃生模拟。“地震时被埋废墟，优先
选择哪些物品自救”“车子遇到洪水袭击
被淹，如何在紧闭的窗户中自救”“房间
发生火灾时，如何利用洗手间进行自救”
等问题逐个迎刃而解。

据了解，由省政府横琴办社会事务
局主办的“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
园”防灾减灾游园会走进居民小组系列
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已相继走进
莲花社区洋环村居民小组、荷塘社区深
井村居民小组等地。接下来，该系列活
动还将结合线上宣传持续在合作区其他
居民小组陆续开展，进一步增强居民群
众的防灾避险意识。

防灾减灾游园会走进横琴红旗村

居民在游戏中学会逃生自救

居民在游戏中学习逃生自救常识。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在横琴花海长廊三号驿站，大片千日粉灿烂绽放，马骝洲水道船只来往穿
梭，花海中的美丽异木棉，似乎在诉说着这里岁月变迁的故事。 （何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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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于近日通过线上线下
方式举办。全国青联澳区常委颜奕萍、
廖启承、宋碧琪，委员黄才试、陈敬濂、崔
天立、黄景禧、李兆祖、梁嘉宝、戴嘉萍、
杨文远、刘智龙共12名澳门青年获邀以
线上方式出席参加开幕式。此外，黄景
禧、梁嘉宝、戴嘉萍、刘智龙参加主题论
坛。

据介绍，本次论坛以促进青年发展、
塑造共同未来为主题，下设就业创业、气
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包容和
公平的优质教育四个分议题。

廖启承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
信中希望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

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
体现了我国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坚定支
持，以及对青年群体在推动社会发展和
全球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殷切期待，有助
推动青年参与国际事务。澳门特区政
府向来将青年工作放在重中之重，通过
贯彻落实青年政策、开展国情教育、推
出实习就业计划、与民间团体合作等多
种方式，为青年向上流动、拓宽国际视
野创造机会。

廖启承指出，澳青联积极参与联合
国相关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澳门青
年声音。“未来青联将以聚焦青年发展、
倡导青年参与、讲好中国故事为工作目
标展开工作。” （据澳门媒体）

12名澳门青年获邀参与世青发展论坛

聚焦澳青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

新华社香港7月26日电 由香港贸
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2届香港书展26日
落下帷幕。为期一周的书展共吸引85
万人次入场，人均消费达879港元。

本届书展的年度主题为“历史文
化·城市书写”。多家展商表示，因应年
度主题，今年书展上历史文化相关书籍
特别畅销，如故宫系列丛书等。生活养
生、自我增值相关书籍及儿童读物也深
受书迷欢迎，销情理想。

书展期间，香港贸发局委托研究
机构于书展现场抽样访问了逾800位
参观人士。调查显示，受访者今年在
书展的消费金额较去年有所增加，金

额更占全年购买印刷书籍的71%，反
映出书展依旧是书迷购买好书的重
要平台。

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来书
展购买最新出版书籍，41%的受访者进
场享受购书折扣优惠，17%的受访者参
与多元的文化活动，15%的受访者打算
在书展购买儿童书籍。

香港贸发局表示，香港书展与同期
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展览
一起共汇聚超过700家展商，为广大市
民提供阅读、运动休闲及选购特色零食
的丰富体验，成功为贸发局即将举行的
一系列公众展览揭开序幕。

第32届香港书展落下帷幕
7天吸引85万人次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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