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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召开建言献策座谈会

聚焦澳门居民所需
便利琴澳往来互通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为降
低澳资企业在合作区的运营成本，为
澳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近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于支持
澳资企业发展的扶持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扶持办法》），拟通过
奖补结合的方式，从租金补贴、装修
补贴、品牌落地奖励、经营奖励、研发
费补贴、会展补贴等多方面支持澳资
企业在合作区投资经营。

据了解，出台该新政是合作区落
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的一项重要举措，面向在合作区
实质性运营的澳资企业，覆盖科技研
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
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等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产业。

《扶持办法》提出，为符合条件的
澳资企业提供办公用房、商业用房租
金补贴以及商业用房装修补贴，符合
条件的规模以上澳资企业可获最高

120万元的经营奖励。“此前横琴对
澳资企业的租金补贴仅限于岛上几
个特定园区，而新政中的租金补贴可
覆盖更广泛的园区及载体，进一步扩
大受惠澳资企业范围。此外，为支持
澳资企业在横琴的长远发展，新政针
对澳资企业营业收入还有额外奖
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为吸引具有澳门特色的商户落
地横琴，完善横琴各项生活配套建

设，助力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的新
空间，新政还对商业品牌店落地给予
扶持，为澳门特色店和澳门餐饮企业
进驻合作区提供较大力度的品牌落
地奖励。例如，“澳门特色老店”在合
作区首次开店且实际经营满一年的，
一次性给予30万元品牌落地奖励；

“澳门特色店”和入选“商汇馆”的澳
门企业在合作区首次开店且实际经
营满一年的，一次性给予15万元品
牌落地奖励。

此外，新政还提出对澳资企业在
合作区实际经营并开展研发活动提
供较大力度的研发费补贴，每家企业
年度补贴金额最高可达 500 万元。
这将大大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负担，
有效激发合作区的创新活力，推动科
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发展。“此次
新政在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的同
时，让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人才引进
和科技研发，为澳门培养各前沿领域
的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有利于澳门
的长远发展。”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适逢《总体方案》发布一周年之
际，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有不少澳门企业和澳门居民对到
合作区发展仍持观望态度，合作区在
原来惠澳政策基础上，提高了政策扶
持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这一新政的
出台，将降低澳资企业在合作区的运
营成本，为澳资企业在合作区拓展业
务空间提供新契机，增强澳人澳企到
合作区发展的信心。

合作区拟出台新政支持澳企落户投资经营

“澳门特色老店”来开铺奖30万元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召开建言
献策座谈会。近30名生活在横琴的澳
门居民代表共聚一堂，对横琴交通、教
育、就业、创业、社保以及日常生活等话
题提出需求与建议。到会政府部门领导
认真听取澳门居民代表意见，并对跨境
通关、两地医疗资源对接等民生关切问
题作出回应。

座谈会上，有代表反映，因为疫情
收紧通关措施，给往返琴澳两地带来
一定的不便。横琴疾控中心主任王心
达表示，收紧通关措施只是阶段性的
政策，什么时候放宽取决于疫情处置
速度和疫情规模大小。如果因为通关
措施收紧，造成在横琴工作的澳门居
民没有地方居住或生活保障出现问
题，政府一定会妥善解决，可通过借用
人才公寓或征用酒店等措施保障澳门
居民正常生活。

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口岸工作处负责
人张军透露，琴澳正积极磋商探索两地
同城防疫、同城抗疫模式。目前已出台
便利特殊人群通关政策，对于商务、应急
等社会人员的便利通关政策，正在提请
省委、省政府审批。“现在的横琴口岸是
过渡期口岸，新口岸正在加紧建设，明年
3月新口岸启用后，我们整个口岸的通
关能力将大幅提升。同时也将推出便利
通关的相关配套措施。”

有代表咨询外籍家庭佣工何时能到
横琴工作。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代理副局
长冯方丹表示一直在关注外籍家庭佣工
问题，理解居琴澳门居民的需求，民生事
务局针对该问题的研究报告即将完成，
但仍需厘清澳门劳工法等法律法规，横
琴方面正在寻求政策突破，以便利的方
式落实有关事项。

有代表提及在横琴无法收看澳门的
电视节目，省政府横琴办社会事务局筹
备组组长陈成兵回应，已向国家广电总
局提出有线电视网络信号的跨境传输申
请，未来在横琴有望观看更多港澳以及
国外的电视节目。

此次座谈会汇聚政府、社会组织、居
民三方共建力量，聚焦澳门居民在横琴
的生活所需，切实推动合作区建设进
程。省政府横琴办副主任叶真表示，座
谈会上代表所提出的问题贴合实际，每
解决一个问题，就等于合作区又向前走
了一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关心合作
区的发展。”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吴小丽表
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一周年，合
作区的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作为率先进
入大湾区发展的爱国爱澳社团，澳门街
坊总会广东办事处将做好政府与澳门居
民的连心桥，推动类似座谈会常态化开
展，让政府与澳门居民的交流更加密切，
让横琴的发展与澳门居民紧密相连。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近日，由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珠海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澳门网球
总会支持，华发体育主办的2022华金资
管·珠澳青少年网球积分巡回赛拉开帷
幕，近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横琴国际网
球中心，一起切磋球技，追逐网球梦想。

记者了解到，本届巡回赛共分为4
站，即3站积分赛、1站总决赛。分站赛
在9月至10月的三个周末举行，总决赛
将于11月12日举行，全国青少年网球
爱好者均可参加。首站赛事的参赛选手

主要来自珠海、澳门、广州、中山等城市。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各个组别的

男、女单打冠军悉数产生。在结束第一
站积分赛的争夺后，第二站比赛将于10
月15日在横琴国际网球中心开打。

华发体育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球项
目是华发体育产业板块中的优势和重点
项目，今年是首次举办珠澳青少年网球积
分巡回赛，希望通过本届赛事为青少年网
球爱好者提供竞技交流的平台，促进网坛
新星的挖掘和成长，也让其他城市的网球
爱好者看到珠海网球运动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9月 18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联会展产业
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该研究院将配合
广东省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横
琴会展指标分析及行业标准研究，通过
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开展一系列相关
工作研究，接下来还将举办合作区首个
年货节。

华联会展产业研究院由珠海海外会
议展览有限公司联合澳门会展旅游业协
会、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发起成立。
研究院将开展会展经济理论研究、会展
咨询服务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出台相关
会展条例及收集大数据资料，用好国际
会展平台，还将组织策划一系列会议展
览活动，协助引领会展业企业、会展专业
学生做好会展运营管理工作。在广东省
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指导下，制
定粤港澳大湾区会展标准，开展横琴会

展标准分析及行业标准研究。目前，研
究院已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一本
会展专业杂志《横琴会展》。

据华联会展产业研究院院长张长
生介绍，接下来，研究院将举办合作区
首个年货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形
式，对内地特色品牌产品和澳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名优特年货产品进行
集中展示。

文旅会展商贸产业是《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重点发展
的四大产业之一。澳门会展旅游业协会
会长何海明表示，《总体方案》的出台为
琴澳两地会展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多
个展会将以“一展两地”形式在横琴和澳
门同时举办，而华联会展产业研究院的
成立，有助于加强琴澳两地会展业合作，
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平台，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联会展产业研究院挂牌

将举办合作区首个年货节□本报记者 耿晓筠 伍芷莹

只需通过小程序绑定车辆信息
与个人境外银联卡，澳门居民便可
通过停车场自动感应功能快速离开，
省去拿手机扫描支付的麻烦……9月
19日下午，由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指
导，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合作
区金融发展局、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主
办的琴澳（银联）大湾区智慧停车项
目暨横琴移动支付示范镇“缤纷秋
日 爱购横琴”消费节启动仪式在横
琴举行。

全国首创境外车辆在境内无
感支付

该智慧停车项目是人民银行广
州分行指导珠海市中心支行联合
银联国际有限公司推出的与跨境
交通领域相关的移动支付创新应
用。该项目全国首创境外车辆在
境内无感支付创新应用，将内地交
通场景下的无感支付服务延伸至
澳门居民跨境使用，实现琴澳一体
化无感停车体验，是琴澳跨境人民
币结算在智慧交通领域新的尝试
和突破。

据了解，首批上线运行该项目的
停车场包括澳门居民经常往来的合
作区大型商业综合体、长隆旗下乐园
及酒店、横琴口岸等12家大型地下停
车场。

自合作区全面放开澳门非营运
小客车进出配额后，目前每天经横琴
口岸出入境车辆达到3800辆次，单牌
车占70%，对合作区便捷安全的停车
支付服务需求很大。

无感停车功能开通后，澳门车主
只需将车辆信息与个人境外银联卡
绑定，在离开停车场时通过车牌识别
方式，即可完成自动扣款。

对于无感停车项目的开通，时星

创富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启锋表示“十
分方便”。他认为，无感停车项目启
动后，有助进一步提升澳门居民出行
体验。

“澳门单牌车的无感停车项目，
既是移动支付在跨境‘智慧交通’领
域的创新应用，也是我们积极落实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拓展澳门居民生活新空间的又
一重要成果。”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
行长陈玉海表示。

消费节优惠活动覆盖多个场景

为促进横琴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合作区经
济发展局、合作区金融发展局联合举
办横琴移动支付示范镇“缤纷秋日
爱购横琴”消费节活动，协调中国银
联广东分公司、合作区内多家银行机
构积极投入促消费资源，加大活动优
惠力度，提升消费者支付体验。

消费节推出的系列优惠活动覆

盖餐饮、住宿、景区旅游、日用消费
品、家电、美容美发、洗染等消费场
景，预计撬动消费超3亿元，活动持续
至12月底。

“合作区相关部门和银行机构在
此次消费节上加大支持力度，琴澳居
民踊跃参与，我们也乐在其中。”香港
丽新集团横琴创新方项目财务负责
人任天明表示，希望消费节能为合作
区打造一张闪亮的名片，引导更多澳
门居民及内地游客到这里休闲旅游。

建言献策座谈会上澳门居民代表积极发言。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供图

珠澳青少年网球积分巡回赛开打

百名网球好手逐梦横琴

澳门单牌车可在合作区无感支付停车
该智慧停车项目已在12个停车场上线运行

澳门单牌车无感停车项目暨横琴移动支付示范镇“缤纷秋日 爱购横琴”消费节启动。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支持方式：
通过奖补结合的方

式，从租金补贴、装修补
贴、品牌落地奖励、经营
奖励、研发费补贴、会展
补贴等多方面支持澳资
企业在合作区投资经营。

新政亮点：

●租金补贴进一步扩大受惠澳资企业范围。

●对澳门商业品牌店落地给予扶持。

●对澳资企业提供较大力度的研发费补贴。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9月1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正式实施，该《办法》创设和
完善了包含“关联企业共享办公”“集
群注册”“集中办公区”在内的“一址多
照”制度体系，在规范住所登记条件的
同时，将有效降低澳资企业准入的住
所成本。

针对合作区内现有办公场地类型
多样、情况不一的现状，《办法》对合作
区企业住所登记及管理进行分类细化
规范，明确“关联企业共享办公”“集群
注册”“集中办公区”三种情形下，符合
条件的市场主体，可以将同一地址登

记为住所或经营场所。其中，推行的
“集群注册”和“集中办公区”住所制度
将极大地为澳资企业入驻合作区提供
便利条件。

《办法》设立的集群注册制度，明
确办公场地符合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平方米、共享空间面积不低于一
定比例、消防验收合格等相关条件的
托管机构，可申请将其场地用作集群
注册区域，可以“工位”“卡位”形式向
入驻企业提供实体办公空间作为市场
主体登记地址。

大横琴&BEEPLUS产业中心是
合作区内一家提供集群注册的托管机
构，该中心总经理刘雪萌告诉记者，此

前中心内的澳资企业需要通过特殊的
政策认定，才能实现“一址多照”。

“如今，新制度一方面在前置条件
上做减法，明确允许符合条件的托管
机构向入驻企业提供实体办公空间作
为市场主体登记地址；另一方面，托管
机构可以向入驻企业提供商务秘书服
务，简化了澳门投资者办事流程，让更
多企业可以轻松拎包入驻办公。”刘雪
萌说。

同原横琴新区集中办公区住所政
策相比，《办法》将集中办公区住所的
申请范围限定为澳门投资者控股的企
业及合作区引进的重点产业企业。同
时，限定住所使用期限为三年，规范存

量“集中办公区”企业的过渡衔接，有
序推进合作区企业“脱虚向实”“提质
增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
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该政策，一方面降低澳门投资者准入
的住所成本，另一方面鼓励和推动澳
门投资者在合作区实体经营，发展实
体经济。

在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郑益伟
认为，《办法》对澳门创业者非常有吸
引力，“不仅为澳门创业者、初创团
队、中小企业乃至成熟型企业在合作
区发展提供多种灵活的办公空间，还
可以大大降低创业成本，吸引更多澳
门青年和创业者来横琴发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完善“一址多照”制度体系 降低澳资企业准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