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吴颖琼 美编：张一凡 校对：罗娜 组版：李志芬

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03 聚焦 庆丰收 迎盛会

珠海税务部门积极助力涉农产业发展壮大

税收红利绘“丰”景 税惠政策助“三农”

□本报记者 陈雁南 马涛

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海洋面积
广阔……位于珠江口咸淡水交汇处的
珠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禀赋，
辖区内的万山渔场是全国四大渔场之
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渔业已成为珠
海农业的支柱产业。而珠海渔业的发
展潜力远不止于此，这里不仅是传统
的捕捞渔场，更是发展水产养殖的“风
水宝地”。

去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
特区的意见》发布，提出支持珠海大力
发展远洋渔业，建设智能型海洋牧场，
加快建设洪湾渔港经济区，为珠海渔
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记者了解到，目前，珠海正在编制
《珠海渔港经济区建设规划（2021-
2030年）》，将围绕珠海市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经济特
区的目标，抢抓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
特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自由贸易
试验区“四区”叠加机遇，加快渔业转
型升级，促进绿色、协调发展，依托洪
湾中心渔港，将珠海建设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水产品集散中心、国家休闲渔
业文旅区、特色优质水产品养殖基地
和全国智慧渔港综合管理示范基地。

发挥洪湾中心渔港龙头作用

走进洪湾中心渔港，数十艘船舶
在港池内整齐停靠。洪湾中心渔港于
2018年底建设落成并正式开港，由洪
湾中心渔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洪湾
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当
前，珠海正在以洪湾中心渔港为龙头，
高标准规划建设珠海渔港经济区。

据介绍，洪湾中心渔港核心区总
面积72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41.3
万平方米，陆域面积30.7万平方米，
沿码头布置相应的卸鱼泊位、供冰泊
位、物资补给泊位、渔政执法泊位、供
油泊位，总岸线2.63千米，可供800多
艘大小渔船停泊，近海捕捞年渔获吞
吐量可达8万吨。

开港至今三年多来，洪湾中心渔
港建设亮点纷呈、屡获奖项。2020
年，洪湾中心渔港获批成为第一批国
家级海洋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渔
港。洪湾中心渔港积极搭建渔获溯
源系统，通过船端设备采集渔船捕捞
作业海域、航行路径及作业照片等信
息；渔船回港后，船端设备采集的信
息自动传输至管理系统后台；渔船靠
岸卸鱼时，再利用打码机对渔获数据
进行采集和智能分析，如此一来，消
费者通过扫描就可以直接查看渔获溯
源信息。

2021年5月，经全国评比达标表
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批准，由农业
农村部组织开展“平安渔业”创建活动
正式公布2020年度“平安渔业”创建
结果，洪湾中心渔港作为本次广东省
唯一参评渔港，获得“全国文明渔港”
称号。

目前，洪湾中心渔港已依托4.3
万平方米的毗邻地块，启动建设打造
整合水产暂养、流转加工、存储集散、
检验检疫等综合功能一体化的冷链供
应链产业项目。该项目建成后，预计
可形成库容约3.3万吨的高标准、智
能化多温区冷库，冷链全品类流转加
工能力约6万吨/年；鲜活水产暂养能
力约300吨/天，年周转货量约1.5万
吨；鲜活水产加工能力约2万吨/年。

“后续将进一步延伸渔业产业链，
拓展水产品种研发、种苗培育改良等
环节，与万山深海养殖联动发展，打造
在国内具有标杆意义的全程闭环、可
追溯的渔业全产业链，助力‘万山金
鲳’‘鲜生洪湾’品牌建设。”洪湾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接下来，洪湾中心渔港将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结合珠海
渔港经济区建设需要，充分利用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着重于提升
公共及开放空间品质，提高商业活力，

创造优美的生活生产空间，打造独具
特色的游览观光场所。

“洪湾中心渔港将成为集渔船安
全避风、渔获集散、渔业生产、运输补
给、冷冻仓储、水产加工、渔业文化传
播、生活旅游、商业商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化渔港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蓝色经济持续注入‘洪湾力
量’。”洪湾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养殖生产从近岸走向深远海

蜘洲列岛附近的海面上，“澎湖
号”宛若一座方形的“人造岛屿”漂浮
着。平台上的网箱与海水相通，金鲳
鱼和石斑鱼在其中自由自在地游弋。

“日”字型的甲板稳定且宽敞，搭载了
波浪能和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储能装
置，能源几乎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澎湖号”是全国首座半潜式波
浪能养殖旅游平台，集波浪能、太阳
能发电、养殖网箱、养殖工船为一体，
可进行现代深远海养殖、休闲垂钓、
海上旅游观光、科普教育。该项目由
广东大麟洋海洋生物有限公司（下称

“大麟洋公司”）和中科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联合研建。

“自2019年在万山海域投放以
来，‘澎湖号’运营情况良好，至今已进
行8季4个品类的养殖。”大麟洋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澎湖号”可以缓解
海湾养殖压力，使养殖海域扩大到深
远海，有利于净化沿岸海湾的水质，提
高养殖水产品的品质。

近年来，一场海洋渔业养殖的变
革正在悄然发生——珠海海洋渔业养
殖正从近海到远海一步步迈进。深
海养殖和远洋捕捞，丰富了珠海市民
的餐桌，也为珠海渔业发展开拓了新
空间，同时推进了珠海渔港经济区的
建设。

今年4月，珠海农控集团旗下珠
海市农控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
申领粤港澳大湾区智慧海洋牧场综合
产业项目样板期《海域使用权证》及
《水域滩涂养殖证》。该项目是珠海市
首个具备“双证”条件的深海养殖项
目，也是珠海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
五”规划重点项目。

据了解，智慧海洋综合产业项目
以现代化深海智能平台建设为基础，
集合智能深海养殖、水产加工、深海旅
游功能为一体。项目分四期完成，样
板期第一座桁架类养殖平台“湾区横
洲号”目前已拖航至珠海横洲海域进
行安装调试。该养殖平台具备高性能
自动化程度和抗台风能力，实现养殖
生产由近岸转向深远海发展。

建设珠海渔港经济区，珠海的目
光不局限于万山海域，而是投向了更
深更遥远的那片蔚蓝。去年11月，位
于洪湾中心渔港附近的珠海市东港兴
远洋渔业基地正式奠基。该项目是珠
海市重点产业项目之一，也是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居民的“菜篮子”工程，由
珠海市东港兴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下
称“东港兴公司”）投资建设。

据东港兴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2.2亿元，占地面
积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7万平
方米，规划建设4栋建筑，将打造成为
集远洋捕捞回运、海产加工、冷冻仓
储、冷链配送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渔业基地，预计明年陆续建成投产。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延伸广东
省远洋渔业产业链，加快完善广东省
远洋渔业产业体系，有助于提高广东
省远洋渔业的综合竞争力，并将成为
珠海渔港经济区“金枪鱼等远洋高端
水产品”的集散交易中心，力争成为珠
海市远洋渔业的一张名片。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推
动远洋渔业发展，积极实施远洋渔业

‘走出去’。”东港兴公司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公司投资超1亿元建设专
业远洋渔船船队，现已分别奔赴毛里
塔尼亚、瓦努阿图。同时，该公司积极
打造珠海特色渔产品牌“渔行街”，已
上市有即食花胶、即食佛跳墙、爆汁墨
鱼肠等高附加、高营养的产品，努力打
造珠海特色渔产品牌。

立足海洋资源禀赋
加快渔业转型升级

高标准规划建设
珠海渔港经济区

□本报记者 马涛

9月23日，以“庆丰收·迎盛会”为
主题的广东省庆祝2022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在珠海斗门举办，连片的
鱼塘收获在即，波光粼粼的水面下藏
着丰收的喜悦。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珠海市税务局获悉，长期以来，珠
海税务部门聚焦支持“三农”发展，大
力支持富民产业发展，通过落实落细
支持乡村振兴税惠政策，助力推动实
现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

政策赋能
退税减税红利持续兑现

金秋九月，又到了寻“鲜”时节，餐
桌上琳琅满目的海鲜，成为了丰收节
里一道别样风景。据了解，珠海斗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工养殖海鲈，
30多年间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海
鲈生产基地。2018年，珠海获“中国海
鲈之都”授牌。数据显示，2021年“白
蕉海鲈”养殖面积达3万亩，总产量近
15万吨，产值近30亿元，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的“致富鱼”、乡村振兴的“希望

鱼”，是珠海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张
耀眼名片。

产业是根线，一头连着农民的钱
袋子，一头连着农业的后续发展。作
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近
年来，广东强竞农业集团围绕白蕉海
鲈产业，打造“公司+冷链物流+食品精
深加工+观光旅游”完整产业链，推动
白蕉海鲈鱼产业走向规模化、产业化、
品牌化和标准化的健康发展之路。

“这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不少税
费优惠政策，更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
幸福感和安全感。”珠海强竞农业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立春表示，“今
年，除了集团下辖的供应链管理公司
拿到了500多万元的增值税留抵退税，
农业公司也一直享受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和从事农、林、牧、渔项目所得
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实
打实的‘红利’为企业的后续经营增添
了信心和动力。”

与此同时，桂山岛周边海域也呈
现出一幅幅海洋丰收的壮美画卷。从
上世纪80年代，桂山岛渔民便率先开
展海水网箱养殖，发展至今，养殖面积

已达200多公顷，其中深水网箱300多
个。珠海市强森海产养殖有限公司就
是当地最大的海产网箱养殖企业之一。

“有了国家税惠好政策的扶持，
我们公司的发展就如同刚捕捉的鱼
一样，活力满满！”珠海市强森海产
养殖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冼容森笑着
说，“可以享受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
惠，如今鱼不愁卖了，资金链盘活了，
我们更有底气投入到养殖技术和设备
研究中。”

服务添力
助白蕉海鲈“游”入预制菜风口

近年来，预制菜产品不断丰富，市
场前景广阔，正引领新一轮的消费潮
流。一个农产品食品的新市场新赛道已
然形成。珠海壹条鱼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水产品加工企业，自2017年4
月成立以来，便布局深耕预制菜产品，被
评为“中国海鲈预制菜十佳企业”。

“5分钟能吃上酸菜鱼，10分钟轻
松搞定四菜一汤，当下正是预制菜有
力发展的机遇期。”珠海壹条鱼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赵崇珍说，“企

业发展离不开税惠政策的护航和税收
服务的高效，有了税惠政策的支持，我
们的销量同比去年上升30%左右。”

据了解，为助力涉农产业发展壮
大，珠海税务部门通过“落实政策+精准
服务”，面对面宣传和指导涉农企业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加大跟进服
务力度，有效为涉农企业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各个生产经营环节的纳税服
务，切实解决办税缴费疑难问题，确保
各项税费优惠直达快享、落地落实。

生鲜水产品季节性强、保鲜期短，
运输途中的损耗一直是影响产品质量
的大问题。被问及下一步打算，赵崇
珍表示，该公司会把减免下来的税费
资金投入到液氮速冻技术的优化中，
补齐物流短板，将珠海的生态鱼送上
千家万户的餐桌。

接下来，珠海税务部门将继续深
入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实现全面
覆盖与精准“滴灌”有机结合，助推珠
海农村产业发展，积极营造良好的税
收营商环境，让税收帮扶政策举措灌
溉广袤田野，惠泽万顷碧波，进一步助
力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陈怡
蓁报道：9月23日，农历秋分，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当晚，广
东省庆祝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会场活动在斗门岭南大地百草园开
幕。活动以“庆丰收·迎盛会”为主题，
展现广东农村改革和“三农”发展成
效，全方位、多角度持续宣传珠海乡村
振兴成果，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丰收盛况。

发布强农惠农政策
全面助推预制菜产业发展

主会场以珠海元素为主进行设
计，气势恢弘。主舞台长约30米高约
20米，夜色中的主屏犹如一只美丽

“大眼睛”，浓缩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美
丽乡村和都市现代农业的新风貌，突
出“美丽家园、美丽田园、美丽园区、美
丽河湖、美丽廊道”五美盛况。

“南粤大地充满了阳光，金色的田
野收获着希望……”当晚7时30分，
主会场活动在原创主题曲《农民兄弟
乐开了花》中拉开帷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为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每一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省各地都会
先后出台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
当晚，珠海发布了强农惠农政策，在
预制菜产业发展上打好“四张牌”，
全面发力。

第一张“春分”牌，珠海市财政为
全市购买预制菜装备的企业提供
50%的贷款贴息；第二张“谷雨”牌，珠
海农商银行将提供100亿元的预制菜
装备贷；第三张“夏至”牌，珠海格力电
器将牵头筹建广东省预制菜装备产业
发展联合会，打造1000亿元规模的预
制菜冷库冷链装备产业；第四张“秋
分”牌，斗门区将高标准建设312平方
千米的现代生态农业园和预制菜“灯
塔”产业园。

当晚，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
明珠受邀上台发言。董明珠表示，未
来的农村将和城市一样美丽。未来，
她希望能当一名斗门农民；希望通过
格力电器的科技技术和装备实力，为

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助一臂之力。此
外，格力电器将牵头筹建广东省预制
菜装备产业发展联合会，董明珠欢迎
有志之士加入，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主会场
活动特别对一批乡村振兴生力军颁
奖，其中包括“2022年广东省十大杰
出高素质精勤农民”“2022年十佳最
美农安卫士”“广东省2022年农民合
作社省级示范社”“2022年全省十大
最美农机合作社理事长”“2022年全
省十大最美基层农机使用一线专家”

“2022年全省十佳农机社会化服务组
织”等。

各地名优特农产品集聚
丰收集市上好“丰”光

在主会场的丰收集市上，汇聚了
全省各地市的名优特农产品，观众不
仅可以大开眼界，也可以免费品尝。
记者看到，现场有来自金湾区的南水
青蟹、马友鱼等水产品，来自斗门区非
遗美食及“白蕉海鲈”系列、烧鹅等预
制菜产品，来自高新区的无花果蜜和
万山海岛的金蚝等。此外，还有来自
珠海东西部协作结对城市遵义的名优
特农产品；广州、佛山、韶关、梅州、中
山等地的美食、水果也汇聚于此。

在丰收集市内，来自斗门区预制
菜产业园的强竞食品、集元水产、祺海
水产等组成预制菜“天团”。“白蕉海鲈”
八宝饭、金汤酸菜海鲈鱼片、鲜香剁椒
鲈鱼鳍、鲜味鲈鱼饼等预制菜吸引了
众人驻足，工作人员热情相迎：“直接
蒸、热一下就可以吃，都调好味啦！”

与此同时，来自广州和顺德的龟
苓膏、鱼饼等非遗美食也纷纷亮相，
拥有130多年的独特工艺技术和丰
厚文化内涵的“伦教龙田”龟苓膏挑
起大梁；韶关的展示摊位上，南雄板
鸭、张溪香芋、黄豆腐竹等名优特农
产品一字排开；斗门非遗美食鸭扎包
和大赤坎叉烧、烧排骨，刚一亮相就
吸引了众多围观者。在当天的活动
中，全省各地市名优特农产品企业走
进云播室直播，从上午直播到晚上，
受到热烈关注。

广东省庆祝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启动

美味正当时 南粤好“丰”景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陈怡蓁报道：洁白的厨
师帽、滚烫的油锅、地道的食材……23日下午，在广东省
庆祝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乡村农民大厨厨
艺大比拼”活动精彩上演。来自全省的18支大厨团队，用
地道的风味，特色的烹饪，带来一道道乡村至味。最终，
斗门秘制重壳蟹等三道美食获得特金奖。

配料篮里，油、盐、酱、醋到位；灶台上，锅、勺、刀、砧
板到位；灶台边，身穿厨师服的乡村大厨到位。“三二一”，
一声锣响，比拼正式开始。

在第一轮中，来自斗门益利大酒楼的重壳蟹颇受关
注，这些重壳蟹要用来制作斗门美食“秘制重壳蟹”。斗
门秘制重壳蟹的制作包括剥壳、清洗、蒸煮等工序，其中
最关键的工序就是淋上秘制的酱汁，一时间鲜香四
溢……经过精美摆盘的“秘制重壳蟹”一亮相，便吸引了
全场的目光。

随着各位大厨高温汆烫、热锅油炸、锅勺翻舞、小火
慢炖……地道的风味美食一一出炉。斗门飘香泥鱼、香
麻清远鸡、江门新会古井恒益烧鹅、肇庆六十日扒园蹄、
中山盐焗石岐鸽……

美味完成后，各位大厨化身“至正乡味”代言人，上台
介绍自己所做的美食，推介家乡味道。各位厨师妙语连珠，
生动诙谐地介绍家乡至味特色，引得现场观众掌声笑声不
断。经过激烈比拼，最终秘制重壳蟹、脆皮神湾菠萝、盐焗
石岐鸽等三道美食获得特金奖。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乡
村大厨现场打擂的方式，以特色乡村菜品为亮点，推介大
家的家乡风味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厨艺比拼展现“至正乡味”
斗门秘制重壳蟹等获特金奖

洪湾中心渔港。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斗门秘制重壳蟹

广东省庆祝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晚会现场。 摄影：本报记者 钟凡

活动期间，名
厨比拼精彩不断，
展出的农产品新
鲜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