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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启动纾困补贴申报工作
助力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

国内金融业首个针对葡语系国家的服务平台在合作区上线

深化金融互通 助企“四海E家”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 伍芷莹报

道：9月20日下午，中国建设银行在
横琴举行发布仪式，正式推出葡语
系国家金融服务平台（撮合专区）和

“CLAP-U葡语世界通”金融服务方
案两大金融产品，推进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与葡语系国家的金融互联
互通。

作为国内金融业首个上线专门针
对葡语系国家的服务平台，葡语系国
家金融服务平台（撮合专区）将充分发
挥澳门与葡语系国家的联系优势，为
内地和香港企业、葡语系国家之间贸
易投资、产业及区域合作、人文及科技
交流等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撑的落
脚点。该平台将聚焦跨境商品撮合、
中葡投资项目撮合、中葡政策与资讯
以及综合金融服务四大板块内容，助
力中国企业开拓葡语系国家市场，推
动合作区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合作迈上
新台阶。

本次发布会还同步推出建设银行
“CLAP-U葡语世界通”金融服务方
案，以葡语系国家金融服务平台为核
心，搭建“商海、云海、银海、智海和新
家园”“四海E家”服务体系，为客户提
供境内外一体化、本外币一体化、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创新金融服务。

此次发布的葡语系国家金融服
务平台（撮合专区）和“CLAP-U葡语
世界通”金融服务方案，将充分利用合
作区优势，以商贸撮合为基础，形成全
产业链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服务澳人、
澳企在合作区的宜居宜业需求，形成
琴澳一体化商业开放体系，以澳门作
为纽带，形成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中

枢驱动服务平台，不断扩展对外联系
网络，强化“一带一路”项目的服务支
撑区功能。

谈及平台试用效果，珠海纳金科
技首席运营官尹中伟分享了自己的体
会：“今年葡语系国家金融服务平台上
线试运行后，我们迅速上线抗疫相关

新产品，很快与海外客户取得联系，效
果非常明显。”他表示，希望今后能通
过这个平台将公司产品推广至全世
界，为疫情防控和经贸往来贡献力量。

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国际业务部
总经理司马建表示，建设银行将以葡
语系国家金融服务平台为载体，以跨

境创新为动力，扎实推进跨境融资、跨
境资产转让等重点工作。“我们将不断
优化‘四海E家’服务体系，依托合作
区、澳门协同发力，共促金融赋能实
体，着力发挥平台服务中国与葡语系
国家的中枢驱动作用，强化‘一带一
路’项目的服务支撑区功能。”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近日，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发布通
知，合作区2022年纾困措施补贴资金已
开始组织申报，包括用水用电能耗和防
疫消杀补贴，补贴时间为今年1月1日
至6月30日。参与申报的企业应于10
月17日前将相关材料递交至合作区行
政服务中心50号窗口。

今年6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帮助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纾困措
施》）出台，从减轻用水用电能耗成本负
担、减轻防疫消杀成本负担、鼓励降租减
租、开展促消费专项行动、加大金融纾困
扶持力度等5个方面，支持合作区市场
主体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生产
经营困难。此次开展申报的是用水用电
能耗和防疫消杀两项补贴资金。

依据《纾困措施》，此项政策支持对
象为注册在合作区且在合作区内实际
运营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及在合作
区登记或未登记但实际在合作区经营
的个体工商户。其中，澳资企业指澳门
居民或澳门法人在合作区参与或持股成
立的法人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
机构。

在用水用电能耗成本负担方面，对
在合作区内实体运营的企业，按其今年
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实际缴纳的商
业供冷、商业用电、商业用水费用总额给
予50%的补贴（含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企业直接抄表到户的，给予该
企业最高补贴100万元。企业未直接抄
表到户的，由该企业入驻的产业园区、商
业楼宇、景区、商业综合体等运营主体统
一申报，每家运营主体最高补贴300万
元。其中，对在今年6月30日前注册的
澳资企业每家最高给予实际费用的
60%补贴，但每家直接抄表到户的企业
最高补贴100万元，统一申报的产业园
区、商业综合体等运营主体最高补贴
300万元。

在减轻防疫消杀成本负担方面，对
在合作区内有实体店铺且正常经营的纳
入合作区统计的限额以上零售和餐饮企
业、规模以上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自今
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防疫物
资、消杀服务等支出，按照企业实际支出
金额予以50%的补贴，最高10万元。其
中，对在今年6月30日前注册的澳资企
业按照企业实际支出金额予以60%的
补贴，每家最高补贴10万元。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美琪
报道：“浅谈元宇宙”线下分享会暨第79
期“周五红茶会”近日在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举行。

活动邀请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智慧
城市研发中心主任唐远炎为主讲人，为
与会者深入浅出地科普了元宇宙的起
源、发展，创造元宇宙的关键以及技术要
点，并从数字孪生的角度展望了元宇宙
赋能产业发展的方向。

面对现场“什么是元宇宙”的疑问，
唐远炎介绍道，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尼
尔·斯蒂芬森在1992年出版的小说《雪
崩》中，首次使用了“元宇宙”一词，并提
出了“人们在元宇宙里可以拥有自己的
虚拟替身”这一概念。“通俗来讲，元宇宙
是一个和现实世界有关联，由计算机生
成的虚拟世界。”

随后，唐远炎结合时下热点，以生动
的例子向大家解释了元宇宙的三个属
性，即时空性、人际性、经济增值性。“在

元宇宙世界中，主体的体验、社交、生产、
经济等元素可延伸到现实世界。之前热
议的元宇宙地产投资，实际上也是经济
增值性的体现。”

在唐远炎看来，以数字孪生技术为
代表的科技进步为元宇宙发展奠定了
基础。“数字孪生，就是利用虚实融合
的技术，用迭代、进化的方式，对城市
的物理空间进行全面观测，洞察其发展
态势，进而科学分析、预测、决策，实现
以虚拟网络的管控来提升实体的运行
效率。”

今年7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
动元宇宙产业发展专班揭牌成立，元宇
宙加入合作区的产业版图之中。根据相
关规划，合作区将打造元宇宙技术创新
和产品应用的超级试验场，并逐步通过
政策支持、平台构建、产业基金等打造元
宇宙产业发展新高地，为支持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及“四大产业”创新发展提
供新动力。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今年9月20
日是第34个“全国爱牙日”。上午9时，由珠
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口腔医学中心主办、
横琴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协办的“全国爱牙
日”义诊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护牙健齿
少年强 健康中国民族兴”，结合该主题，此
次义诊活动针对青少年口腔保健知识进行
普及，8名专家现场为居民进行免费检查和
口腔保健咨询。

“小朋友真可爱，你的口腔很健康，要继
续注意刷牙，叫妈妈不要买含氟的牙膏。”珠
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
刘照永一边检查一边耐心地解说，检查结束
后，还给小朋友赠送一份小礼物。

除了口腔检查外，专家们还积极进行口
腔保健宣教，根据不同口腔健康状况给予不
同的保健方法指导，帮助居民树立正确的护
牙观念。部分居民聆听完青少年口腔疾病
防治宣讲后，积极和医务人员互动，现场气
氛热烈。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9月20
日，极海＆莱茵ISO 26262功能安全
管理体系授证仪式在横琴·澳门青年
创业谷举行。珠海极海半导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极海半导体”）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首个获得 TüV 莱茵 ISO
26262功能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集成
电路设计企业，拿到了进入汽车行业
的“入场券”。

记者了解到，ISO 26262汽车功
能安全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于
2011年制定的一项全球性标准，该标
准涵盖功能安全需求规划、设计、实
施、集成、验证、确认、配置等方面，旨
在通过完善的开发流程，将汽车电气
或电子系统故障的风险降到最低。目
前，ISO 26262功能安全管理认证已
成为电子零部件供应商进入汽车行业
的准入门槛之一。

“汽车安全与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息息相关，汽车行业应用 ISO
26262标准是一个大趋势。”国际第
三方认证机构、德国莱茵 TüV 集
团大中华区工业服务与信息安全
总经理赵斌告诉记者，此次极海半
导体取得TüV莱茵 ISO 26262 功
能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意味着企业

生产制造的车规级芯片符合汽车
安全要求，可以进入汽车安全领
域，将来有望应用于智能汽车的生
产制造中。

据介绍，相对于消费级芯片，车
规级芯片对安全的要求更高，开发
的难度也更大。多年来，极海半导
体一直致力于开发工业级/车规级微

控制器、高性能模拟芯片及系统级
芯片等，目前已有不少产品进入汽车
领域，在市面上很多主流车型中得到
应用。

极海半导体总经理汪栋杰表示，
随着智能汽车技术发展不断加速，全
球对车用集成电路芯片的需求也将不
断增加。此次获得 TüV 莱茵 ISO

26262功能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为极
海半导体的产品走向世界奠定了基
础。“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继续攻克
重要领域的‘卡脖子’技术，持续输出
高质量、高稳定性的产品，并加强与
汽车产业链企业的合作，打造国产自
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汽车芯片供应链
体系。”

极海半导体获得TüV莱茵ISO 26262功能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横琴“芯”拿到汽车行业“入场券”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实习生李美琪报道：近日，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
合澳门民众建澳联盟琴澳事务
委员会、澳门民众青年会开展交
流活动，组织40多名澳门青年前
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行参
观交流。

活动中，澳门青年一行先后
参观了横琴口岸、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规划展示厅，了解合作区
在琴澳深度合作基础、跨境规则
机制衔接、“四新”战略定位等领
域的实践成果。随后，交流团走
访了澳门新街坊、首都师范大学
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首都师范
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横琴·澳
门青年创业谷等地，实地参观合
作区生活就业配套设施。最后，
一行人来到位于金源国际广场的
亚哈港澳青年孵化中心。中心工

作人员为澳门青年介绍了惠澳创
业利好政策，并分享多个创业成
功案例，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参加本次活动的澳门青年中，
大部分为创业者，同时也包含在职
人员、公务人员及在读学生。今年
刚毕业的陈小姐表示，澳门因土
地资源限制了部分产业的发展，
横琴独特的区位优势很有吸引
力，“横琴毗邻澳门，利于两地资
源的有效对接，同时也解决了澳
门‘用地难’的问题，为企业及个
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作为2017
年就来到横琴的澳门创业青年，
温先生认为横琴的发展日新月
异，“现在合作区的配套设施完
善，并针对澳门青年、企业出台了
多项利好政策，非常适合澳门青年
来此开拓一番事业。”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力
量，是创造未来的中坚力量。”在

澳门民众青年会理事长莫超群
看来，合作区建设日益完善，四
大产业加速布局，为粤港澳三地
青年提供了优质发展平台。此
外，琴澳两地往来交通便捷，多项
惠澳扶持政策打出“组合拳”，使
合作区更有效地助力澳门产业
多元发展。

澳门民众建澳联盟理事长、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良汪认为，大
部分澳门青年对合作区的认识仍
停留在概念层面，对实际发展情
况缺乏了解。他表示，未来将继
续组织各行各业的澳门青年前往
合作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参观和交
流。“民建联作为服务澳门、扎根
基层的社会服务团体，希望通过
举办琴澳两地交流活动，让更多
澳门青年深入了解并抓住琴澳融
合发展的时代机遇，积极投身大
湾区建设。”

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元宇宙发展
“浅谈元宇宙”线下分享会在合作区举行

横琴医院举办

“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

护牙健齿从小抓起

澳门青年组团前往合作区参观交流

探路先行 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

极海半导体工作
人员在电气验证实验
室进行测试。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李美琪报
道：近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海外公司”）
与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联合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技能发
展研究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术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同时，国家电投海外
公司还与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
（以下简称“澳门生产力中心”）共同为人
才测评中心揭牌。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技能发展研究中
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成立后，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将与
国家电投海外公司深入合作，借鉴德国

“双元制”职业培训模式，结合澳门高等院
校的办学经验，充分发挥能源央企在专业
技术、内地人力资源、场景应用等平台优
势，校企携手共同建设“零碳学院”，联合
培养新型能源系统及双碳方向的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技能发展研究
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琴澳两地在推进青
年技能人才、领导力发展与产业孵化等
方面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将为两地青
年技能培训、新型职业教育学习、实现终
身学习提供平台。”澳门中西创新学院院
长陈伟明表示，未来学院将与合作区加
强联系、紧密合作，共同为澳门青年人才

构建职业发展新空间，携手打造产学研
创新企校合作典范。

国家电投海外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
徐韧表示，围绕国家“双碳”目标和合作
区“四新”战略定位，公司将与澳门本地
高校深入合作，在学科专业再造、青年职
业发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带来

“新火花”，助力澳门青年积极融入大湾
区，投身合作区建设。

当天，经过近一年的试运行，由国家
电投海外公司开发的数字化人才测评系
统人才测评中心正式交付使用。截至目
前，人才测评中心累计测评人数超100
万人次，同时拥有200余个岗位胜任力
产品。

澳门生产力中心副理事长曾泽瑶表
示，该中心与国家电投海外公司将结合
各自在人才测评、考试认证、领导力发展
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拓展合作范围及培养
层次，以探索推进粤澳职业技能“一试多
证”为切入点，加强互鉴互信，全面深化在
粤澳生产力提升方面的交流合作。

“随着琴澳两地人才测评、职业技能
标准互认、人才互通、‘一试多证’等行动
策略的不断推进，澳门生产力中心与国家
电投海外公司的合作将为人才测评中心
带来国际化的应用场景。”徐韧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技能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琴澳共育“双元制”人才

揭牌仪式。 国家电投海外公司供图

葡语系国家金融服务平台（撮合专区）发布仪式。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罗子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