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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十字门畔，横琴热潮澎湃。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
革开放方案》出台一周年之际，9月8日，由珠
海传媒集团主办、珠海传媒集团钟夏工作室
承办，华发广场、IFC琴澳湾1号特别支持的

“强劲新引擎·澎湃大湾区——澳门、深圳、珠
海三地媒体交流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新
社、南方日报、广东广播电视台等中央、省级
媒体以及澳门日报、澳门商报、深圳特区报、
深圳商报、珠海传媒集团等澳门、深圳、珠海
三地媒体代表聚焦横琴，分享合作区发展的
澎湃热潮，展望大湾区建设的广阔未来。

登高望远 纵览琴澳融合新愿景

横琴升级，前海扩容！2021年9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擘画了两个合作
区建设的美好蓝图。

曾经“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横琴岛，如
今大道纵横，满眼繁华。当天，澳门、深圳、珠
海三地媒体代表首先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规划建设展示厅，通过一幅幅今昔对比的
图片及文字、沙盘模型，详细了解横琴的区位
交通、发展历程、产业成果、城市规划及粤澳
合作等内容。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横琴开发
建设的初心。一年来，合作区新增澳资企业
逾700家，总数突破5000家；横琴累计注册
商事主体5.6万户，其中科技型企业超过1万
家。沿着合作区环岛路一路驱车前行，从澳
门大学、横琴口岸到华发广场、横琴金融岛，
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一座座创新载体
不断崛起。

“这一年里，我们见证了合作区管理机构
的揭牌运作，以及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开工和产
业民生政策的落地，我们看到，如今的横琴新
产业拔节生长、新体系互联互通、新体制迸发
活力、新家园愈发融合。横琴的未来一定会更
加美好！”新华社记者王浩明表示。

“四新产业加速布局，未来可期！”经济日
报记者喻剑、羊城晚报记者钱瑜等纷纷提到
了合作区产业发展的新气象，包括集成电路
产业、元宇宙产业、文旅产业等。

人民日报记者姜晓丹、南方日报记者冉
小平、南方都市报记者王靖豪则感慨，合作区

不仅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区位优势及政策
优势，同时在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拥有巨
大潜力，将成为吸引大湾区有志青年扎根发
展的一片热土。

站在339米高的横琴IFC顶层眺望，宽
阔的道路纵横交错，耸入云霄的高楼林立其
间。从横琴到澳门，都市天际线连为一体，难
分彼此。

当时间推移回2009年，横琴开发建设大
幕初启，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已然凭借优越的
地理区位，成为“撬动”横琴开发的重要支点。

作为十字门中央商务区的开发建设运营
主体，珠海华发集团从起步之初便聘请多个国
际设计大师团队，以宽广的国际视野规划布
局，历经13年打造出超千亿级体量的城市新
中心，汇聚总部办公、会展会议、星级酒店、旗
舰商业及精品住宅，一个集商务区、商业区、居
住区、生态活力区、国际配套体系于一体的
CAZ（中央活力区）跃然可见，也成为合作区现
代企业、国际人才以及跨境资本外溢的前沿承
接区域。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
确了2024年、2029年、2035年三个阶段的发
展目标。其中，到2024年澳门回归祖国25周
年时，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运作
顺畅，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建立，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步显现。

“城市发展离不开人的集聚，毗邻澳门、
对接国际的合作区正以各项举措提升横琴宜
居宜业的吸引力，塑造琴澳相向而行的向心

力。”广东广播电视台珠中江记者站站长韩晓
飞表示。在未来合作区的宣传报道中也需要
进一步找准定位、打响品牌、展现特色，这也
为媒体赋予了新的使命责任。

同频共振 展望合作区发展大未来

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
区建设中，媒体是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贡
献者。“通过本次活动，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三
地媒体交流合作，共谋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
互动发展的新机遇，架起促进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的新桥梁。”珠海传媒集团融媒采访
中心财经新闻部部长、钟夏工作室负责人钟
夏说。

深圳特区报经济新闻部副主任、前海全
媒体工作部主任吴德群表示：“横琴和前海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国家级战略平台，一年来展现出生机勃勃
的发展态势，在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方面不断开拓创新，释放‘化学反应’‘规模
效应’‘乘数效应’。”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一项全新探
索，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有超常规方式方法和更
有力度的政策举措。”澳门日报记者李嘉伦说。

广州日报珠海记者站站长陈治家则提
到，在过去一年，1000多名建筑、设计、旅游、
医疗等领域的澳门专业人士获得跨境执业资
格，超7.4万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琴澳
经济产业与社会民生正持续深入融合。

交流会上，围绕“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

设为珠海、深圳、澳门带来哪些机遇？”“如何更
好地发挥两个合作区产业集聚、创新集聚、人
才集聚效应？”“如何进一步完善横琴‘软硬
件’，真正打造成为高端人才近悦远来的干事
热土、宜居家园？”等议题，中新社记者邓媛雯、
澳门商报记者吴尔珊、深圳商报驻珠海记者方
良腾等媒体代表各抒己见、建言献策，为建设
一流湾区贡献更多媒体智慧与媒体力量。

一个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总是结伴而行；
一座城市的胸襟与气魄，来自使命担当。

当前，珠海正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举全市
之力支持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勇
当辐射带动珠江西岸加快发展、促进东西两
岸融合互动的核心城市。

打造澳门大学-华发联合实验室，推动科
研成果产业化发展；创新特色金融，发行上市
澳门首单公募公司债券；推进十字门隧道等
重点项目建设，助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作为珠海最大的综合性国有企业集团和全国
知名企业，华发集团牢记初心，勇当尖兵，多
措并举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华发城市运营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粤港
澳大湾区三大极点中，澳门-珠海这一极蕴
含的巨大能量令人振奋，而合作区的建设，更
是给澳门和珠海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珠海经
济特区同龄的华发集团，将始终站在改革开
放最前沿，全力发挥自身优势支持服务合作
区建设，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推动区域高
质量发展。

强劲新引擎 澎湃大湾区
澳门深圳珠海三地媒体交流会在横琴举行

新华社香港9月8日电“香港新坐标：中外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高峰论坛8日在香港举行，文
化艺术界、展览界及相关产业专家共同探讨香港
如何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文化枢纽。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论坛并发表
致辞表示，要塑造香港成为文化之都，除了要目
标清晰，确定香港在国际文化艺术产业版图上的
新坐标，更要在促进中外交流方面追求新的高
度，在发掘本地产业潜能方面搜寻新的深度。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逐步建立世界级的
文化设施和多元文化空间，加强与内地以及海外
艺术文化机构的交流合作，增拨资源鼓励文化及
创意业界拥抱数码科技，并壮大香港的文化艺术
人才库。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在致辞时表示，香
港应增强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
的主流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
化传播力感染力；做好顶层设计，拓展香港综合
竞争力；增强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成为香港
经济发展新引擎。

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
未来将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流活动，为本
地艺团提供更多演出机会。他表示，西九文化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为香港文化艺术基础设
施带来世界级的新景象，而东九文化中心有望于
明年起分阶段启用，届时将成为艺术科技重镇及
培训摇篮。

“香港新坐标：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中心”高峰论坛举行

探讨如何成为连接
国家与世界的文化枢纽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2022年全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将于9月13日至19日举
行。本届活动周以“创新增动能，创业促就业”为
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主会场设在
安徽省合肥市，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步开展。

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将通过
主会场活动、部委活动、地方活动、海外活动、线
上活动等近1000场系列活动，全面回顾并展示近
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和新突破，
把创新创业更好地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合肥主会场将组织主题展示，从全国择优遴
选160余项、设5个展区全面展示创新创业的典
型案例和取得的最新成果。除主题展示外，国家
有关部门和地方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创新创
业高质量发展峰会、创业投资行业峰会、创业安
徽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并以实物展品、虚拟
现实、线上直播等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创新创业
者提供更好展示平台和更多机会，在全社会营造
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13日启动

创新增动能
创业促就业

珠海传媒集团钟夏工作室负责人钟夏与媒体代表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伍芷莹报
道：经过两天的参观采访，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第二期澳门中文媒体横琴行活动9月8
日画上句号。本次活动围绕产业、民生两大
主题，向澳门媒体团展现合作区发展新成
就、新动向。澳门媒体对合作区近期布局的
元宇宙产业表示关注，合作区元宇宙办公室
主任刘扬接受采访时回应，元宇宙将为合作
区产业发展“换道超车”提供机遇，为琴澳融
合释放更多潜能。

9月7日下午，澳门媒体团踏上长隆横琴
湾酒店21楼，形似“星际飞船”的长隆海洋科
学乐园就矗立在不远处，与澳门路环地区隔
江相望。根据合作区此前公布的计划，长隆
集团将围绕长隆海洋科学乐园所在的珠海长
隆二期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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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区共
同打造元宇宙超级试验场。

元宇宙超级试验场为什么选在横琴长
隆？合作区接下来如何布局相关产业？针对
澳门媒体记者的提问，合作区元宇宙办公室
就元宇宙超级试验场规划设想以及合作区对
元宇宙的发展定位进行了回应。

“元宇宙的概念方兴未艾，其发展正处于
早期阶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伪存真。”刘
扬坦言，目前公众对元宇宙的认识和评价尚
未统一，产业发展进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

素。但相较于传统产业，“元宇宙将为合作区
提供产业‘换道超车’发展的可能性”。此外，
合作区支持元宇宙发展与区域产业、经济发
展因素互有关联，接下来，合作区将按照“虚
实结合、以虚强实”路径推进元宇宙产业建
设，以虚拟技术推动实体产业快速发展。

结合此前公布的规划内容，元宇宙超级
试验场的架构将由政府主导，并提供资金支
持和政策鼓励；长隆集团提供场地，负责游
客导流、现场管理及运营；元宇宙企业入驻
相关场地后，将展示最新产品、技术；进入场
地体验的大众可“用脚投票”，检验技术可靠性

与产品受欢迎程度。刘扬介绍，元宇宙超级
试验场将依托长隆优质的主题乐园资源和
每天可观的人流量，打造元宇宙技术迭代和
产品市场化应用的新平台，为元宇宙发展探
索合适路径，“我们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产业
的风向标”。

壁仞科技是一家落户横琴的高科技公
司，致力于开发原创性的通用计算体系，建立
高效的软硬件平台，同时在智能计算领域提
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其联合创始人焦国方
表示，公司将围绕元宇宙制定部分发展计划：
首先，壁仞科技将通过开发芯片和解决方案
为未来元宇宙的应用场景提供算力支持；此
外，未来还会提供中层次的计算库和渲染库
来支持应用的开发，让用户畅游虚拟世界，沉
浸式感受元宇宙。

横琴与澳门如何就元宇宙产业协同发
展？刘扬认为，澳门具有发展元宇宙产业的三
项优势：澳门文旅产业基础良好，文创资源丰
富，天然适配元宇宙落地应用场景；澳门拥有
多所优质高校，有充足的资源培养年轻人才，
可发挥产学研优势推进相关技术开发研究；澳
门的区位优势有助吸引海外优质项目和国际
化人才落地，“澳门产业的发展潜力将在元宇
宙中得到充分释放，希望有更多澳门青年投身
元宇宙产业，为合作区四新产业赋能，为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贡献。”

元宇宙将为合作区产业发展“换道超车”提供机遇
以虚拟技术推动实体产业快速发展

长隆海洋科学乐园将打造成元宇宙超级试验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 实习生李美琪
报道：9月7日，以“守护澳门社会温情，用心服务
湾区民生”为主题的第24期“横琴·菁彩说”在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

活动中，横琴民生志愿者队伍的志愿者首先
带领大家一起制作中秋灯笼。志愿者陪伴在小
朋友身旁，耐心指导他们完成自己的作品。

随后，澳门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冰冰、澳
门立法会议员李良汪分享了参与澳门民生志愿
服务的经验和感悟。陈冰冰介绍，她在澳门加
入了多个社会团体，一边经营个人事业，一边
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刚开始，我也曾因为别人
的质疑怀疑过自己的能力。”16年的社会服务
工作让陈冰冰不断成长，她逐渐明白，服务社
会和发展个人事业并不矛盾，“取之于社会、反
馈于社会，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和使命感。”陈冰
冰希望通过分享经验，号召更多热心人士加入
志愿服务。

曾在政府部门供职多年的李良汪，一直利用
业余时间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后来更是毅然辞
职，全身心投入社会服务。李良汪表示，合作区
的优质生活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澳门居民来此
就业、落户，希望自己能加强与合作区社会团体
的交流与合作，为大湾区建设出一分力。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学
习、借鉴澳门民生志愿服务的成熟经验，有助
于提升合作区民生服务水平，推动琴澳民生深
度融合发展，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
家园。

“横琴·菁彩说”开讲

借鉴澳门经验
促合作区民生服务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