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综合体人流量大，企
业及餐饮商户多、更替频繁，一
直是垃圾分类工作的痛点难
点。记者近日从合作区城市规
划和建设局获悉，为破解商业
综合体的垃圾分类难题，该局
通过责任落实、因地制宜规范
垃圾分类设施等方式，实现商
业综合体垃圾分类落到实处。

在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
局的指导下，目前横琴购口岸
商业广场、南光大厦等商业综
合体已形成“硬件设施完善、
宣传普及全面、督导整改有
力”的工作闭环，实现了垃圾
的投放、收集、运输全过程、全
链条监督管理，打造了商业综
合体可复制、可借鉴的垃圾分
类模范样本。

值班编委 朱彤 值班主任 胡韵慈 编辑 李梅容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韦驰 组版 徐益忠

星期一 2022年8月
农历壬寅年七月初四

第209期
1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10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第三产业成拉动经济主力

经核算，上半年合作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223.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2.5%，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0.04亿元，同比下降6.2%；第二
产业增加值 24.22 亿元，同比略降
0.3%；第三产业增加值199.67亿元，
同比增长2.7%。

记者分析发现，第三产业仍是拉
动合作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
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合作区三次
产业构成分布中，第一产业占比
0.02%，第二产业占比10.8%，第三产
业占比89.2%。第三产业对地区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为89.17%，其中主
要是金融业在持续发力，增加值
82.17亿元，同比增长11%，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36.7%。

现代金融产业是《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的重
点发展产业。自成立以来，合作区试
行多条办法举措，不断创新跨境金融
业务，鼓励琴澳金融产业深入联动，加
速跨境资本流通，结合两地资源进一
步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6月
末，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668.50亿元，同比增长3.0%；中外资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644.56亿
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8.5%，增
幅较3月末提高2.2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3.59亿元

据统计，上半年合作区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完成3.59亿元，同比增长
54.8%，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1.6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涉及的12个
行业大类中，有7个行业累计增加值
实现正增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32.1%和17.3%。
按行业分，上半年合作区其他服

务业增加值为58.82亿元，仅次于排
名第一的金融业，同比增长2.7%，高
于GDP增速0.2个百分点，拉动GDP
增长2.5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3.7%，金融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1.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

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制造
业，在现代产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关
键性作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发展科技研发
和高端制造产业等四大产业。

近日，合作区瞄准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推出首个专项扶持政策，为行业
发展给予更精准、更有力的支持。随
着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等院校产
学研示范基地的建设，集成电路、新材
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的集聚
优势进一步凸显。

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

据统计，上半年合作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92 亿元，同比
下降44.2%，降幅较一季度收窄0.8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石
油和制品类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
同比增长107.7%，拉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6.6个百分点。

上半年，合作区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响应迅速，经受住了疫情
防控的考验；同时出台系列税收
优惠政策，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稳定消费市场活力。截至 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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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合作区鼓励区内
地方金融组织为各类企业提供保
理融资、贷款、融资担保等服务，
累计服务客户超 30 万户，金额合
计超 1613 亿元。

此外，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
网络实现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 长
27.3%，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
33.8%。随着各大电商平台不断推
出年中促销活动，市场活力有所提
升，消费趋势有所回暖。融合线上
线下消费渠道或将成为盘活市场经

济“一池春水”的重要途径。前不
久，合作区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负
超过澳门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的优
惠政策落地实施，也将为合作区提
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带来信心。

毕业生就业形势平稳

数据显示，上半年合作区财政
支出降幅收窄。1-6月，合作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55.96亿元，剔除增
值税制度性留抵退税因素影响后同
比下降 15.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2.99亿元，同比下降23.5%，降幅较
一季度收窄14.3个百分点。

毕业生就业形势表现平稳。截
至6月末，合作区期末实有就业登记
人数 67569 人，同比增长 3.1%；其
中，本年新增就业登记4951人。分
行业看，金融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业吸纳就业显著增强，就业登记
人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47.8%、
16.1%、8.6%。

商事主体保持平稳，澳资数量
持续增加。截至6月末，合作区实有
企业54350户，其中内资企业46690
户，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7660
户。较去年12月末，合作区澳资企
业数增加173户。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明确提出，要建设便利澳门居民
生活就业的新家园。随着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澳门新街坊项目的推进，琴澳
两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对接，合作
区优质生活空间不断拓展。组合式人
才优惠补贴、完善的就业创业孵化基
地等有利条件为澳门青年扎根横琴提
供了多元选择，进一步提升合作区的
人才“磁吸力”，吸引更多人才助力合
作区建设。

合作区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

稳中向好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近224亿元
7月2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

运行简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下，合作区上半年不少经济数据取得亮眼
成绩：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3.9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3.59亿元，增速较一季度提高11.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2.7%，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形势和疫情反复多发的挑战下，合作区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保障经济运
行稳定，总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

□本报记者 钟夏 实习生 李美琪

完善硬件设施
提升垃圾分类便民度

“原来的垃圾房太小，垃圾露天堆
放，影响市容，存在孳生蚊虫等卫生问
题。如今，我们按照合作区示范标准
对垃圾分类环保屋进行专项提升改
造，不仅外观大变样，容量也能够满足
整个广场商户的投放需求。”横琴购口
岸商业广场副总经理宋瑞介绍，2021
年年底，在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对垃圾房进行
了改造升级。

新建的垃圾房外部由全钢打造，
结实耐用，同时为方便商户投放，24
小时开放，每天早晚清运两次，做到日
产日清；内部严格实行“干湿分离”存
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存
放在东区，厨余垃圾单独存放在西区。

南光大厦作为横琴口岸附近的新
地标，据其物业客服主任李欣颐介绍，
大厦严格根据国家标准配备了垃圾
房，垃圾房早晚两次定点清运；餐饮商

户根据垃圾日产量配备120L厨余垃
圾桶。

横琴购的垃圾分类环保屋设置在
广场外，给其他商业综合体在垃圾房
选址上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目前合作区的商业综合体，多数
垃圾房建设在地下停车场，但地下停
车场存限高条件，垃圾清运车无法进
场收运，所以原设的垃圾房变相成了
存桶区；并且垃圾房设在地下停车场，
容易造成异味蔓延。横琴购的做法既
提高了清运效率，还能改善停车场的
周边环境。

同时，针对餐饮商户多，厨余垃圾
体量大，容易产生异味等一系列痛点
难题，广场物业为垃圾房配备了20个
容量为240L的厨余垃圾桶，内部还
配有一套除味装置和油烟净化器，避
免产生异味。

强化“宣传+督导”
推进垃圾分类入脑入心

为强化垃圾分类意识，横琴购口

岸商业广场和南广大厦定期召集商
户负责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训，
常态化进行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据了解，横琴购口岸商业广场
目前进驻商家约80家，预估二三楼
开放后商家进驻量将达到 150 家。
针对商户多、工作人员流动性大的
特点，广场通过创新管理手段，建立

“商户负责人责任机制”，引导商户
负责人明确垃圾分类主体责任，树
立正确的垃圾分类观念，形成“以点
带面，辐射全员”的工作模式，为垃
圾分类按下“快进键”。

南光大厦在垃圾分类宣导上同
样下足功夫。采取动员商户签订
《垃圾分类承诺书》，在宣传栏、液晶
显示器等公共区域媒介上循环播放
垃圾分类知识，对每一位前来服务
中心窗口办事的人员宣导垃圾分类
等方式，着力提升商户垃圾分类的
知晓率、参与率。把入户宣传、一对
一宣导作为切入点，形成“大水漫
灌”和“精准滴灌”双结合的宣导方

式，引导商户做好垃圾分类。
跟小区、学校等场所不同，商业

综合体的垃圾大部分由商户产生，
这些垃圾带有品牌标识，可以追溯
到产生的源头。横琴购口岸商业广
场物业巧妙地利用这个特点，采取
了“定期入户检查+垃圾房随时抽
检”双管齐下的督导模式，确保垃圾
分类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在垃圾房的随机检查中，我们
会根据垃圾的品牌标识辨别出没
有做好分类的商户，拍照记录后与
商户沟通。另外，我们设置了奖惩
制度，不以惩罚为目的，更多采用
以宣导和教育为主的柔性督导方
式，向商户强调垃圾分类的重要
性。”横琴购口岸商业广场运营经
理李跃鹏说。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表示，
未来将继续推进垃圾分类示范点建
设，以点带面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区成效，让垃圾分类做到人人知晓、人
人参与、人人行动。

因地制宜 落实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
合作区打造商业综合体垃圾分类可复制模范样本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横琴购口岸商业广场改造后的垃圾房。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伍芷莹
报道：7月 29日，第五期“琴澳金融沙
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本次
活动由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
横琴金融研究院）主办，珠海横琴琴澳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和横琴金融行业协会承
办，活动实时观看人数超过6200人次。

本次活动围绕“追回的经济——宏
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展望”主题展开探讨
与交流。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
为，当前国内经济恢复更趋向U型，即需

要经过一段时间，经济才会回到成长
水平。他指出，此种情况对没有疫情的
城市也能产生较大程度的外溢性影响。

“中国上半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
收缩趋势明显，而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
方面则较为乐观，预计未来基建可能会
加快修复。”

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面临深度变
革与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保障国内
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同时稳步推进各项
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对外开放。

合作区举办第五期“琴澳金融沙龙”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7月 28
日，合作区2022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
生超出部分统筹分配学位公开抽签活
动举行。

记者从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了解
到，为保障户籍类学生就读，同时平衡
各类别学生比例，幼儿园学位按照以
下原则分配：一是公开公平公正。学
位充足时直接录取，学位不足时户籍
类按落户时间顺序调剂，政策类通过
公开抽签调剂，邀请幼儿园代表、参与
本次招生的幼儿家长代表、公证处代
表等参加并见证抽签过程。二是学位
分配向户籍生倾斜。横琴中心幼儿园
（以下简称“中心园”）、首都师范大学
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以下简称“子期
园”）提供户籍、政策生学位比例约为
7:3。三是分类优先保障。户籍类优
先保障，户籍类4（幼儿为横琴户籍，法
定监护人为非房户一致或集体户籍）
按落户时间排序；政策类6（幼儿符合
珠海市公办幼儿园政策性照顾生类
别，其法定监护人在合作区工作或居
住的）优先保障；政策类7（幼儿的法定
监护人为横琴重点企业的高管或骨
干）优先保障。学位有空余的情况下
酌情安排本区重点企业其他员工子女
到荔枝湾小区配套幼儿园（暂定名，以
下简称“荔枝湾园”）就读，该园最迟于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

今年秋季学期，中心园提供小班

学位210个，符合条件幼儿173人，拟
按报读志愿录取。子期园提供小班学
位210个，符合条件幼儿247人，超出
学位供给，按报名类别及学位情况进
行调剂：一是户籍类4（幼儿为横琴户
籍，法定监护人为非房户一致或集体
户籍）按落户时间顺序调剂27人至中
心园；二是政策类7-8（幼儿的法定监
护人为横琴重点企业的高管或骨干；
幼儿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或外国护
照，其法定监护人在横琴工作或居住
的）采取公开抽签的方式，抽取 10人
至中心园。2022-2023 学年春季学
期，荔枝湾园提供小、中、大班学位各
90个，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小、中、大
班幼儿分别为 7人、81人、58 人。该
园拟按报读志愿录取。

本次抽签邀请了幼儿家长代表、幼
儿园代表、公证处代表等见证，全程录
音录像。抽签采取随机抽取编号的形
式，工作人员按照此前已公示的抽签名
单顺序赋予每名幼儿一个编号，共60
人，58个编号，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双
胞胎共用一个编号。随后，由5名家长
代表依次轮流抽取编号球，原则上每人
抽取两轮，每轮1球，每人共抽2球，共
抽取10名幼儿调剂至中心园。最后，
公证处代表现场公布抽签结果，并由各
方见证代表签字确认。

拟录取幼儿名单近日已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官方网站公示。

合作区公办幼儿园部分学位抽签

抽签现场，公证处代表展示编号球。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摄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横琴天沐河出口处，两座仿古建筑水闸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别具一格。
（老周 摄）

仿古水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