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创新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前端突破。近日，粤港澳工程争议国际调解中心正式挂牌运作，来自粤
港澳三地的行业专家、调解员及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创新粤港澳
三地工程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的新突破。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合作区内港澳资本陆续进场，跨境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也大幅增长。从基础设
施“硬联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探索粤港澳合作跨境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到构建多元高效跨境工程纠纷解决
机制，意味着合作区工程领域的融合创新正从企业和人员的准入走向体系和制度的融合构建。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肖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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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

工程领域频“出招”为跨境项目保驾护航

合作区打造解纷机制创新高地

合作区开展打击涉渔船舶违法违规行动

查扣4艘违规船舶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8月11日，
在泰国清迈工作的中国公民杜女士经中
国驻清迈总领馆成功连线珠海市横琴公
证处，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办理国内房产的
委托公证。这是珠海市首例与中国驻外
使领馆合作办理的海外远程视频公证。

杜女士目前在泰国清迈工作，她在
珠海市的一套房产急需出售，受疫情影
响，她无法及时回国处理，感到十分苦
恼。杜女士了解到，驻外使领馆与国内
公证机构合作推出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
点服务。于是，她向珠海市横琴公证处
进行咨询，想委托亲人代为办理房产出
售的相关手续。

接到杜女士的咨询电话后，横琴公
证处立即安排公证员与杜女士进行一对
一沟通，告知她需要提交的相关信息及

证明材料。同时，与中国驻清迈总领馆
建立联络机制，确认流程细节及所需办
理材料，并提前对远程视频公证系统设
备进行测试。

在约定的北京时间8月11日上午
11时30分，杜女士到达清迈中国签证
申请服务中心，在领事官员、签证中心
工作人员的协作下，横琴公证处对杜女
士进行了护照、身份信息的核验。随
后，由公证员刘珊珊通过远程视频公证
系统对杜女士的身份进行审查，并就委
托公证的相关事实进行询问，确认委托
内容、核对签署文件等公证程序，远程
视频公证顺利实施，仅耗时20分钟便
完成手续。杜女士表示，整个办证过程
便捷顺利，总领馆和公证处服务贴心周
到，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横琴公证处办理我市首例海外远程视频公证

不回国也能处理房产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8月
11日从珠海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伏季休渔后期执法监管力
度，该支队所属横琴大队根据前期执法
巡查和突击检查相关信息摸排，组织执
法人员从严打击涉渔“三无”船及各类涉
渔船舶违法违规行为，于近日暂扣外市
渔船及自用船舶各1艘，查扣涉渔“三
无”船舶2艘。

当日上午，横琴大队派出执法人员
8人对辖区海域（环横琴岛）开展执法巡
查，巡查至大三洲岛、小三洲岛对开海域

时，发现1艘钢质船正在放网作业。执
法人员核检船上作业人员健康码、行程
卡无异常后登船检查，发现单层刺网及
少量渔获，船上作业人员未能出示船舶
证明文件及免休渔船相关文件，执法人
员依法将该船暂扣。

随后，执法人员沿横琴岛南端海域
继续巡查，发现1艘靠泊渔船，该船无法
提供船舶相关证件及船员证件，另外发
现2艘涉渔“三无”船舶，船上有大量网
笼，上述船舶已被依法扣至洪湾公物仓
作进一步调查。

小横琴山步道，树木葱茏，植被丰富，移步换景，成为市民周末游玩的好去处。
何芳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伍芷
莹报道：为进一步加强琴澳经贸交流、
便利人员往来，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金融发展局积极推动优化澳门单
牌车内地投保事宜，促成澳门单牌车投
保内地商业保险保费降费达30%。

合作区当前已实施澳门机动车入出
合作区第五阶段配额政策，配额总量从
第一阶段的400辆增至1万辆，参与购
买内地机动车辆保险的澳门单牌车近
8000辆。

为充分满足澳门居民购买单牌车保
险的诉求，合作区金融发展局深入调研，
找准痛点，推动内地单牌车承保公司主
动减费让利，对澳门单牌车投保内地商
业险给予一定优惠。

以澳门7座私家车为例，该车辆投
保内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
任险，2021年保费为1895.09元人民币，
2022年降费后保费为1263.4元人民币，
实际降费631.69元，降幅近33%。

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揭牌成立
以来，在横琴投资兴业的澳门居民日益
增加。据横琴边检站统计，目前，经横
琴口岸每天往返琴澳的单牌车超2000
辆次，2022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
的澳门单牌车数量达38万辆次，同比增
长27%。

近期，已有承保澳门单牌车保险业
务的内地保险公司陆续开展商业保险降
费工作。“这将为澳门居民出入合作区带
来‘真金白银’的实惠，也将增添澳门居
民往来横琴的动力。”合作区金融发展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继续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工
程企业参与合作区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调
解中心的成立有利于粤港澳三地工程规
则和经验的有效结合，有助于解决涉及境
外工程机构的工程纠纷，并提供有效的协
商平台。”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代理
局长张国基在揭牌仪式上表示，该中心的
成立标志着合作区工程纠纷调解工作有
了新的里程碑。

作为从事粤港澳三地及内地工程争
议纠纷调解的社会组织，调解中心的成立
意味着合作区工程领域商事主体遇到境
内外工程纠纷，除了诉讼和仲裁外，还可
以选择一条不打官司却享有同等公信力
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解纷渠道。

由于工程自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具
有履约时间跨度长、参与主体众多等特
点，工程合同的履行中存在的纷繁争议及
发生频率远超普通商事纠纷。例如，不准
时完成或超预算内完成、合约文件含糊不
清、设计改变、预期以外的场地情况、瑕
疵、工程进度延误等，均可引发不同的意
见甚至纠纷。

目前，解决工程争议的主要方法有协
商、调解、仲裁和诉讼4种。其中，最友好的
是协商解决，对抗性最高的是仲裁和诉讼，
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在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中，调解作为
一种灵活、经济且无胁迫的争议解决方
式，强调约定的合理性及合同继续履行的
可能性，着眼于维护双方的长期合作关
系。调解可以在出现争端后引入调解人，
也可以在仲裁或诉讼过程中由仲裁员或
法官进行调解。

调解中心副理事长闫澍介绍，工程调
解是以调解专业服务为基础、以解决工程
争议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手段。早在1999

年，香港政府就把调解条款作为合同特殊
条款包含在所有大型建筑和土木工程合
同以及电气、机械和建筑服务合同中，成
为解决建筑纠纷的替代模式。

“内地调解工程争端主要通过法院诉
讼和仲裁。但在港澳地区，一般采取工程
调解，其具有方式灵活、耗时短同时具备
一定法律效力的特点，通过调解还能把负
面影响降到最低。”闫澍说。

据了解，调解中心投入运行后，接受
企业当事人申请或政府部门、法院等其他
单位的委托，开展工程争议调解或相关咨
询服务。其流程具体为：发生工程争议
后，一方或双方共同提交申请书，待双方
同意调解后，调解中心发出受理通知书，
双方签署调解协议、缴纳调解费，选定或
指定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成功则签署和
解协议，否则采取诉讼或者仲裁。整个调
解流程高效、灵活，推动构建调解在先、诉
讼断后、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多元解纷
工作机制。

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跨境工程纠
纷有何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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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港澳与内地存在文化和法治环境差异，为
工程业务增加了一定的法律风险。调解
作为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基
本形式，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建设工程领域
的纠纷，且被实践证明具有节约时间、减
少费用、保持良好关系以及预防法律风险
等诸多优势。

“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及时快速解
决争议，对产生工程纠纷的各方当事人都
非常重要，因此这种非对抗性、高效率的
方式更容易获得当事人的认可。此外，调
解可以在任何阶段介入，先行一步可避免
损失继续扩大。”熊李梓说。

经横琴口岸每天往返琴澳的单牌车超2000辆次。 合作区金融发展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实习
生李美琪报道：8月11日，横琴消费者
协会第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消费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在
合作区举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费
者协会正式成立。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珠海横琴创新方娱乐有限公司
等45家会员单位参加会议。

经会议表决通过，“珠海市横琴新区
消费者协会”更名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消费者协会”。

会上，各理事成员单位就如何做好
合作区消费维权工作提出建议，特别讨论
了如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费者委
员会等单位建立联动协作、跨境合作、服
务互动，共同规划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代理副局长邱润
华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化跨境消费维
权合作，深入推动跨境消费维权一体化
建设，营造趋同澳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
境。各成员单位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做
消费维权的表率，共同营造合作区文明
诚信的消费市场环境。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代理局长吴创伟
表示，新一届消协成员需要加强与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消费者委员会、各行业
协会及企业之间的联动，搭建起政府、企
业和消费者沟通的桥梁，建立政府、企
业、消费者共同参与的消费市场监管机
制；同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领域需
要与澳门、大湾区深度联动融合，助力打
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

合作区消费者协会成立
深入推动跨境消费维权一体化建设

粤港澳工程争议国际调
解中心是内地第一个由粤港
澳三地联合发起、以调解方式
解决工程争议的非营利专业
机构，对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业
界有重要意义。

据记者了解，这并不是工
程领域融合创新在横琴的第
一次“试水”。早在2019年，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珠海
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港澳建筑
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资质和
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规
定》，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明
确香港和澳门建筑工程领域
专业企业和专业人士可在内
地直接提供服务。这项创新
随后牵引了税务、工商、社保
等配套的“靠前服务”。

“就像一个水池，我们朝
它投一颗石头，随后产生的
涟漪效应不容忽视。”闫澍
说。合作区开创了粤港澳三
地工程专业人士资格互认体
系，为港澳注册工程师在粤
港澳大湾区提供服务构建了
广阔的职业平台，调解中心
将更好地为三地建设工程和
纠纷调解行业创造更多沟通
交流机会，通过区域优势互
补，进一步推动新形势、新要
求下三地工程和调解专业领
域的加速融合。

调解中心主任胡祖杰表
示，横琴是大湾区内第一个允
许港澳工程专业人士来内地
执业的地方，吸引了很多港澳

企业跨境投资。调解中心设
在横琴，不仅是完善合作区跨
境投资工程服务体系的重要
举措，更有助于琴澳协同发
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在调解过程引入调解
员、工程专业人士等参与，既
紧贴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
又具备专业优势及增强公信
力。熊李梓认为，储备充足
的人才力量是今后合作区发
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点
内容。以北京市中盾房地产
与建设工程争议调解中心为
例，该中心的调解员队伍由
从事相关行业法律工作8年
以上的资深专业人士组成，
包括离退休法官、资深律师
及高级法务经理等，具有强
大的专家优势，在行业树立
了良好的口碑。

粤港澳工程争议国际调
解中心的成立，是一次在机制
对接环节的大胆创新。调解
中心将为合作区发展多元纠
纷解纷机制，在技术操作性强
的专业性领域探索和创造更
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成果作
出有益参考。

“调解中心的成立，是合
作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能够为跨境投资工程
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也
为合作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能，吸引更多内地、港澳地
区及海外社会资本进入。”熊
李梓表示。

创新举措环环相扣 为跨境投资护航专业调解+法律效力 便捷高效费用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