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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共商跨境金融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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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 伍芷莹报道：
9月3日，由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
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横琴
智慧金融论坛（2022 年第三季度）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离岸还是在
岸？——大湾区跨境金融中心建设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的方
向”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多位内地及澳
门知名专家学者就粤港澳大湾区跨境
金融中心建设与琴澳金融发展的政策
方向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现场，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
究院院长向松祚认为，粤港澳大湾区
应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守护
好金融创新和开放融合的源头活水；
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金融系讲席教授
李仲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应强化顶
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机制，在统一绿色
标准、加强市场互联互通等方面作出
更大努力。

针对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
融中心建设的路径，吉林大学经济
学院“匡亚明学者”英才教授冯永琦
提出，跨境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
制，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的发展
需要以“在岸”模式为主体，“离岸”
模式为补充。

谈及琴澳金融发展的政策方向，
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易行健表示，可
以考虑将合作区作为跨境金融合作的

试点，既做“离岸”也做“在岸”，但推进
过程中需注意风险隔离；澳门城市大
学副校长叶桂平则认为，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澳门应完善离岸人民币利
率定价体系助力企业融资，同时强化
与港澳合作实现错位发展，“合作区除

了可以发挥‘离岸’和‘在岸’的融合作
用，还可以探索跨境金融资产的互联
互通，筑好资金‘蓄水池’。”

横琴智慧金融论坛（2022年第三季度）现场。 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
9月2日，“澳门研究系列讲座”第六场在
横琴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澳区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中银-力图-方
氏(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派驻律师崔天
立，围绕“澳门商法立法背景和发展”进
行专题分享。

讲座现场，崔天立简要讲述了澳
门商业立法的历史，澳门商法典的诞
生及特征、更新步伐等情况。此外，他
还就内地与澳门民商事的冲突及解决
途径、琴澳相关制度衔接等谈了自己
的看法。

在澳门商法发展源流部分，崔天立
介绍，澳门的商业法律经历了从延伸适
用葡国法律到逐步制订本地法律的历
程。在商法逐步本地化的进程中，澳门
商法典既采纳了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商法

的基本框架，也根据实际情况吸纳了现
代立法经验，引入了现代商业社会中新
的概念、商业规则以及国际上通行的商
业惯例。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法律构
思方面，崔天立认为，合作区的规则衔接
可积极参考借鉴国际高标准的投资与贸
易、多元化纠纷解决规则。在制定相关
法律法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与现有规
则进行有效对接，以及与WTO等国际
规则接轨，更好地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
公正。同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可进
一步推动与澳门进行民商事领域规则衔
接，在公共法律服务、金融监管、消费者
权益、纠纷解决、科技创新、标准制定等
方面加强合作。

本次讲座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
律事务局主办，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澳
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澳门研究系列讲座”第六场在横琴开讲

澳门法律专家详解澳门商法特点

“澳门研究系列讲座”会场。 合作区法律事务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道：
日前，为撬动越来越多的力量参与城市
治理，推进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澳门街坊会联合
总会横琴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垃圾分类
检查宣传行动月”启动仪式。本次行动
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主办，合作
区商事服务局、省政府横琴办政法工作
处协办，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承办，新家园社区、莲花社
区、荷塘社区、小横琴社区、各居民小组、
物业公司等联合组织实施。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
建设局代理副局长谭惠芳表示，不同于
日常的巡查工作，本次巡查行动具有协
作性强、持续性长、覆盖面广等特点，是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动垃圾分类精
细化管理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充分发
挥各职能部门行业主管优势，切实调动
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积极性。

针对不履行垃圾分类管理责任的物
业单位，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可对
其进行信用警告，多次整改不到位的物
业单位将扣除信用分作为惩戒，商事服
务局将针对多次劝阻后仍拒不履行垃圾
分类义务的单位及个人依法进行处罚。
形成“普法宣传精准、违规线索移送便
捷、执法监督有力、总结协调高效”的工
作闭环，改变以往单兵作战的模式，实现
全链条协作，达到1+1+1＞3的效果。

“今年是合作区推行提质增效工作
的第二年，期间开展了多次宣贯活动，
颇有成效。但租户流动性大对垃圾分

类认知度不高、居民对大件垃圾和建筑
垃圾概念混淆一直是垃圾分类工作的
难点，希望通过此次行动对流动人口以
及游客等群体，进行持续一个月的全覆
盖宣贯，利用扫楼巡查精准锁定垃圾乱
投放单位和个人，有针对性地加深教育
指导，力争扫清垃圾分类宣传盲区死
角，并采取动态监督严格惩处的方式倒
逼问题整改。”参与行动的志愿者之一
王艺璇说。

“综治网格是政法工作面向基层服
务的重要抓手。借助横琴物业城市模
式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网格工作
能快速融入合作区社会治理工作，相互
赋能，效率倍增。”省政府横琴办政法处
社会治理科负责人湛福祥介绍道，“合
作区分成三级网格，613个巡查点位，开
展巡查上报、宣传以及数据采集工作。
在此次行动中，我们将遵循服务先导原
则，充分发挥队伍跟基层群众关系密切
的优势，深入到群众中去，将巡查落实
到位、政策宣传到位，在日常巡查中做
好监督引导，推进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常
态化”。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表示，今
年，合作区对标《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实施方案》、《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创建指引（试行）》，在现有的垃圾
分类成果基础上做好提质增效工作，在
日常的工作中实现管理精细化，督促各
场景责任主体对标提升，找差距、补短
板，助力打好垃圾分类攻坚战，为美丽横
琴绘制发展底色。

各单位代表在启动仪式中签署联合行动承诺书。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垃圾分类检查宣传行动月”

实现垃圾分类管理精细化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切实提
高企业安全防范意识以及职工的消防意
识，预防和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9
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横琴办社
会事务局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开展了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宣传活
动，近30名企业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活动中，横琴消防救援分局的消防
安全讲师胡颖文首先为大家通报了2022
年上半年全国火灾数据：“接报44.9万
起，死亡1025人”，警示与会人员要重视
消防安全，提高自防自救能力。随后，围
绕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企业消防安全职
责、火灾的危害性以及如何做好单位办公
场所火灾预防、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

进行了详细讲解。
理论培训结束后，胡颖文还现场示

范了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的方法、灭火器
的操作步骤和动作要领，并指导企业职
工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使企业职工对
消防器材的实际操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在实践中有效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技
巧和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

据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
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夯实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相关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增强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提
升企业职工在遇到突发火灾时的自防自
救和应急处置能力，为促进企业安全生
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企业代表学习防火灭火知识

本报讯 记者钟夏 伍芷莹报道：
9月2日，202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银行业跨境合作研讨会在横琴举办，
琴澳两地领导以及琴澳银行业机构代
表共百余人参加活动。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由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主办，旨在强
化琴澳两地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积
极探索琴澳跨境金融合作新模式，促
进琴澳金融业相互融合，支持现代金
融产业加快发展。

活动现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符永革在致辞
中表示，充分肯定银行业机构对合
作区实体经济、现代金融产业发展
作出的突出贡献。“随着琴澳两地深
化合作，银行业落地了多项亮眼的
金融创新成果，希望琴澳两地银行
业未来能继续携手合作，促进两地
金融业深度融合。”

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
主席陈守信指出，为落实《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澳门金管局
正加快完善金融软硬基础设施，并将
联同内地相关部门，重点推进落实合
作区资金电子围网的建设工作，促进
琴澳资金的便利流动及两地金融市场

联通，以加快债券市场、财富管理等现
代金融产业的协同发展。

澳门银行公会主席叶兆佳提到，
期望通过多方联动，积极探索琴澳跨
境金融合作新模式，构建合作区与澳
门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提升金融运

行的安全度。
此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

发展局代理局长池腾辉还在研讨会上
介绍了即将出台的合作区3项政策，
涉及金融产业、企业上市挂牌、中小微
企业融资等方面。“预计相关政策推出

后，将推动琴澳金融业进一步融合发
展，并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随着琴澳两地更多金融产业扶持
政策出台，双边金融机构和行业组织
联系、发展有望逐渐增强。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金融行业协会会长兰亚东
表示：“希望两地行业组织形成强大合
力，以银行业等领域为突破口，助力琴
澳跨境金融全面发展。”

研讨会上，琴澳两地银行机构代
表聚焦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就金融
发展新机遇、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不动
产抵押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踊跃
分享跨境业务的实践经验，现场气氛
热烈。

在与会人员见证下，澳门银行公
会与合作区金融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备
忘录。未来，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市
场信息优势，加强信息交流与共享，在
琴澳企业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等方面提
供助力，为两地金融业合作发展添砖
加瓦。

活动当天，澳门金融管理局及澳
门银行公会参会人员还参观了横琴先
进智能计算中心和澳资企业项目横琴
臻林山庄，进一步加深对合作区建设
与发展的认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2022琴澳银行业跨境合作研讨会

共谋跨境合作新模式

澳门银行公会与合作区金融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区金融发展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为进一步加深澳门、横琴
两地对城市规划和空间服务理念的
交流与碰撞，全面释放粤澳“共商共
建共管共享”新机制活力，由澳门城
市规划学会、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
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横琴创新发
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琴澳融城之走
进合作区城市空间服务”主题交流活
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十余名琴澳专家
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的方式，深
入探讨琴澳未来城市规划、城市服务
治理创新的挑战和策略，为激活合作
区发展主引擎、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
活就业的新空间注入强劲动能。

澳门城市规划学会会长崔世平
等专家学者一行，先后参观走访了
金融岛城市规划设计展厅、横琴二
线、地下综合管廊展厅和大横琴城
资城市智慧运营中心，详细了解合

作区“二线”通关口岸建设最新情况、未
来城市规划方案，感受环境与经济协
同发展的“城市之美”，探索城市“地下
长城”和“智慧大脑”背后的奥秘。随
后，澳门城市规划学会、大横琴城资、横
琴创新发展研究院三方围绕“合作区
未来城市规划与服务创新”课题进行
了深度对话。

澳门城市规划学会会员大会秘书
郑冠伟认为，合作区是大湾区发展要素
汇集的枢纽，城市规划在粤澳融合对接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希望通过本次交流
活动，继续发挥社会团体桥梁和纽带作
用，推动琴澳各界在城市规划设计、空
间运营与服务等领域交流合作。同时，
他希望合作区未来能增加两地年轻规
划师之间的交流及培训机会，加大对澳
门年轻规划师在合作区创业的支持力
度，帮助其务实参与合作区建设，推动

“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横琴创新发展研究院党支部书记

张旭表示，合作区为澳门人才干事创
业，追逐梦想提供了良好的舞台。随
着合作区发展，将为澳门青年人才提
供更多学习、就业和创业机会，让澳门
青年人才更好融入合作区发展。通过
本次交流活动，深化了两地企业、研究
机构、行业协会的沟通联系，应创造更
多机会深化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
增强澳门企业、人才来合作区发展的
信心。

如何进一步发挥琴澳两地企业和
社团的作用，实现城市规划与城市服
务对接交融，大横琴城资副总经理仝
其刚表示，将通过与澳门各界开展多
元化、多主体、多层次的学习、合作与
交流，持续拓宽视野，深耕服务精度，
拓展业务边界，把智慧服务延伸到更
多城市空间领域，努力实现优势互补，
携手共促琴澳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城
市空间服务推进琴澳融合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琴澳专家探讨城市空间服务创新

共绘合作区美好未来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
美琪报道：“如果你的企业太小，你
啥也要干，就不要挑工作了。”随着
主持人蓝光的开场脱口秀点燃全
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期“琴澳
青年创享说”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40余名琴澳青年度过了一个轻松
愉快的夜晚。

近日，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
生事务局指导，全球餐饮品牌孵化中

心主办的“琴澳青年创享说”在AHA
亚哈探索中心举行。活动邀请超奇娱
乐的四位脱口秀演员，以喜剧形式分享
琴澳青年在创业与追梦路上的点滴，为
观众带来充满笑声的精彩表演，鼓励各
位青年创业者怀抱热情、勇于创新，交
流经验、畅所欲言。

全球餐饮品牌孵化中心主任蓝光
是四位脱口秀演员之一，他表示：“内
地观看脱口秀表演时，通常是不允许

饮食的。本次活动把脱口秀表演与餐
饮文化相结合，既是对脱口秀表演观
看形式的创新，也是对澳门美食推广
的一种尝试，帮助琴澳中小微企业拓
展了创业思路。”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合作区举办更
多青年交流活动，为琴澳青年的业余
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娱乐选择，助力
营造合作区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首期“琴澳青年创享说”爆笑出演

脱口秀趣说创业路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
美琪报道：近日，记者从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消费者协会获悉，在2021
年度“横琴诚信店”授牌仪式暨诚信
店代表交流座谈会中，新增25家商
户获评“横琴诚信店”。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二级调研员
邹登高表示，合作区消费者协会培
育、扶持“横琴诚信店”发展目前已见
成效。通过合作区消费者协会和诚
信商户共同打造诚信店金字招牌，建
立横琴诚信店培育扶持和宣传推广
长效机制，有助于充分发挥诚信店品
牌价值和影响力，鼓励合作区商事主
体依法诚信经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

据悉，“横琴诚信店”借鉴澳门模
式，自2015年3月15日首次推行，评
选范围涵盖银行、酒店、餐饮、零售等行
业，目前已有55家企业获得“横琴诚信
店”称号，其中澳资企业10家，品牌示
范效应不断增强。同年修订的《横琴
诚信店品牌认定和管理规定》《横琴诚
信店品牌评审工作实施细则》，不仅规
范了横琴诚信店管理认定，还对琴澳
两地诚信店的合作交流、联合宣传推
广等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明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明确，要建设便利澳门居民
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横琴诚信店”
模式的推行及相关规定的出台，有
助于推动实现横琴与澳门两地诚信
店资质互认、规则对接、政策互利，
支持两地诚信店跨境经营发展，共
同构建两地趋同的消费诚信体系和
放心消费环境。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消协优化营商环境

新增25家
“横琴诚信店”商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