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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獲批

■麗新橫琴創新方項目外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昨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珠海橫琴自貿區管委會獲悉，國
務院正式公佈批覆同意《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
方案》（以下簡稱《建設方案》）。《建設方案》
界定橫琴島及所轄海域，總面積 106.46 平方公里
範圍為「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作為橫琴島上最
大的綜合娛樂體項目之一，香港麗新橫琴創新方項
目負責人對《建設方案》獲批帶來的積極影響表示
肯定，並透露項目下一步發展也將契合《建設方
案》內容。
按照批覆，為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決策
受訪者供圖
部署，加快構建以休閒旅遊業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
系，深入推進粵港澳更緊密合作，促進澳門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打造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大力推

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的生態 面的發展，確立了橫琴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
島，積極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構建開放合作 展，打造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的地位。麗新橫琴
新體制，探索國際休閒旅遊島開發新模式，將逐步 創新方作為區內開幕在即的重點旅遊娛樂綜合體，
把橫琴建設成為面向未來、國際品質、生態優先、 歡迎橫琴作為國際休閒旅遊島的定位，深信將為項
目發展帶來無限機遇。
協同發展、智慧支撐的國際休閒旅遊島。
《建設方案》明確了發展定位、建設目標、建
以多樣化娛樂體驗吸客
設原則和重點任務，在全面分析橫琴國際休閒旅
遊島建設發展的內外部條件的基礎上，從空間佈
他還透露，下一步，麗新橫琴創新方也準備就
局、基礎建設、產業發展、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 緒，以各項多樣化娛樂體驗，吸引旅客到粵港澳作
具體工作安排，同時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投融資 「一程多站」的旅遊，延長逗留時間。
「隨着橫琴宣
和稅收、金融、用地用海、人才政策等方面給予 佈成為國際旅遊島，我們期望將會有更多相關的優
扶持。
惠政策推出，為在島上經營旅遊產業的企
對此，香港麗新橫琴創新方董事總經理梁浩昌 業締造利好營商環境。」
表示，《建設方案》進一步肯定了橫琴在旅遊業方

萬億減稅政策昨落地
製造業等行業稅率普降3個百分點 在內地港澳企業：稅負明顯降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內地萬億減稅政策昨日正式落地，

灣區發展」 座談會。據了解，改革實施首日，廣東稅務系統轄管的納稅人中，

其中製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適用稅率由 16%降至 13%，受到粵港澳大批製造業

逾 3.5 萬戶納稅人順利開出 109 萬張新稅率發票，開票金額近 105 億元（人民幣，

企業關注。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昨日舉行「共話減稅降費 助力粵港澳大

下同）。有在惠州生產的港資企業預計，今年降稅規模將達到千萬元級別。

員工聚財 企業聚才
港資獨資企業伯恩光學
(惠州)有限公司財富總監
羅艷：
員工就是企業的生產力，個稅
改革讓員工的錢袋子更鼓了，
工作幹勁更足了，企業的活力
也越來越強。相信隨着大灣區
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補貼等優
惠政策的逐步落地，公司可以
吸引到更多高端人才的加入，
為企業轉型升級帶來更多機
會。

■「共話減稅降費 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廣東部分稅
務局設計了減
稅降費諮詢專
區。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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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到
「今年我們公司預計個稅減幅達
80%，減稅額達 7,000 萬元到 8,000 萬

元。」港資獨資企業伯恩光學(惠州)有限公司
財富總監羅艷說。伯恩光學主要生產手機玻璃
鏡片、顯示屏鏡片、手錶鏡片，客戶來自蘋
果、三星、華為等國內外大企業，其員工規模
達到 7 萬人。由於員工基數大，個稅減免對公
司帶來的減負效果尤為明顯。

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對於新落實的製造業降稅及抵扣範圍擴大等
稅收優惠新政，羅艷表示，雖然該公司暫時還
未統計出具體的減稅金額，但目前預計這方面
的降稅規模也將達到千萬元級別。她又表示，

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開發有限公司首席財務
官張海鴻：

■內地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適用稅率普降 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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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境外高端人才個稅優惠政策出爐，以及
在境內停留的當天不足24小時的，不計入境內
居住天數，放寬了境外人才納稅標準利於公司
「聚才」。「作為一家有不少港籍和外籍員工
的港資企業，近期針對港澳台及外籍高端人才
的個稅優惠政策，除了減輕現有人才的稅收負
擔外，還會更容易為公司吸引高端人才，促進
企業轉型升級。」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是粵澳合作框
架下首個合作項目。眾多知名企業集團在該
產業園設立公司，其中澳門企業 25 家，佔
24.04%。產業園行政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
澳門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張海
鴻認為，減稅降費政策在粵港澳大灣區落地

迅速，企業稅負明顯降低，大家可以把更多
的資金投入到醫療產品、醫療技術等方面的
研發上，從而為粵港澳大灣區居民提供更優
質的醫療服務，把減稅降費帶來的利好傳遞
給更多的人。

激發灣區市場活力
「減稅降費有利於進一步減輕粵港澳大灣區
企業負擔，激發灣區市場活力。」廣東省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處長鄭斌在座談
會表示。廣東飛企互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
副總裁許麗算了一筆減稅賬：「現在增值稅稅
率從 16%降低到 13%，以我們 2018 年 1.5 億收
入為基準，同比降稅可達 210 萬元。再加上今

兩地牌申請放寬 同一商戶限 15 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昨日發佈粵港、粵
澳跨境非營運私家車指標管理新措，將擴大
跨境私家車申請範圍，放寬申請條件。其
中，到廣東省投資的國外、港澳台商戶，申
辦第 1 輛商務車指標的，上一年度納稅數額
須達到 15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此申
請條件由之前在廣東省山區擴至全省；而
且，同一申請商戶申請車輛指標的數量也由
不超過3輛，擴至最多不超過15輛。
經粵港、粵澳商定，聯合推出完善粵港澳
跨境非營運私家車指標管理的工作措施，從
2019 年 4 月 15 日開始實施，新措施實施前已

受理或批准的申請，仍按照原規定進行管
理。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表示，新措施的推
出旨在進一步推動粵港澳人員交流和經貿往
來，更好服務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年納稅 15 萬辦 1 輛擴至全省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新措施的申
請條件改為以納稅數額為主，並擴大跨境私
家車申請範圍，放寬申請條件。其中，到廣
東省投資的國外、港澳台商戶，申辦第 1 輛
商務車指標的，上一年度納稅數額須達到 15
萬元以上；而之前該申請條件僅限於在廣東
省山區投資的，非山區投資的納稅額要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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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新措施還提出，申辦第二輛商務車指標
的，上一年度的納稅數額須達到 50 萬元以
上；申辦第三輛商務車指標，上一年度的納
稅數額須達到 100 萬元以上；從申辦第四輛
商務車指標起，上一年度的納稅數額每增加
100 萬元即可增辦 1 輛商務車指標，最多不超
過 15 輛。而之前同一內地承辦單位有多個投
資商戶的，最多只可申請3輛指標。
此外，新措施規定，廣東省企業上一年度
納稅數額達到 100 萬元以上的，可以申辦 1 輛
內地入出香港商務車指標。在港澳工作的中
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和港澳的大
學現任校長，以及持有廣東省人才優粵卡 A
卡的港澳台、外籍人士，可以申辦 1 輛港澳
入出內地商務車指標。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
人華僑、港澳台同胞捐贈累計金額達 300 萬
元以上，或者社會團體捐贈累計金額達 1,000
萬元以上的，可以申辦 1 輛港澳入出內地商
務車指標。
據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資格類指標
申請條件不變；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粵港商
務車指標的申請條件、範圍按照原規定執
行。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指出，新措施將強
化指標使用管理，遏制倒賣、轉讓行為。

年出台的進項加計抵減和國內旅客運輸服務類
發票抵扣政策，2019 年至少可以降稅 300 萬
元。」
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黨委副書記、
局長吳紫驪表示，稅務部門接下來將全力確
保更大規模減稅降費落地生根，落實新出台
的在境內無住所的個人居住 183 天判定標準、
大灣區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補貼等優惠政
策。「我們將全力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加強與港澳財稅部門交流合作，搭建完善區
域稅收合作機制，結合『一國兩制三關區』
的特點加強調研分析，推動粵港澳三地稅收
制度規則加快銜接，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

目前大灣區高端人才個稅補貼
政策，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
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按內地與
香港個稅稅負差額給予補貼。
然而，澳門稅率比香港低 2 個
百分點，按香港稅率標準繳稅
對澳門人而言反而增加稅負。
希望廣東省稅務部門可以加強
與澳門溝通，研究對澳企稅務
優惠。

廣州維力醫療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譚文暉：
公司每年在研發上會投入
2,000 萬元至 3,000 萬元。作
為醫療研發，產品研發周期
長，更需要資金流。這次減
稅降費為企業帶來更多資
源，我們可以加大研發投
入。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靜怡

國航多彩世園號首航倫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在世園會倒
計時 30 天之際，
中國國際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
■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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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機
客機。
。
稱國航）第三架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園會主題彩繪飛機
A350-900「多彩世
園號」北京-倫敦首航儀式在京舉行。 辦地，而世園會是世博會的重要組
這是繼 2018 年 B737-800「多彩世園 成之一，這次 A350「多彩世園號」
號」、「花開盛世號」成功首航北京- 倫敦首航，既是對這一盛會發源地
重慶、北京-昆明之後，國航世園會主 的回歸致敬，也是國航對未來人類
生態文明的美麗祝願。
題彩繪飛機首次執飛倫敦航線。
近年來，國航持續引進多種先進
國航市場部副總經理王捷表示，
作為 2019 年北京世園會的全球合作 機 型 ， 不 斷 提 升 軟 硬 件 設 施 與 服
夥伴和航空類唯一贊助商，國航共 務。執飛此次航班的 A350-900 在機
噴塗了 3 架世園主題彩繪飛機，宣傳 身製造中大量應用了輕複合材料，
在降低燃油消耗的同時，也提高了
推廣2019北京世園會。
此次 A350「多彩世園號」的倫敦 環保性，與國航「綠色營運，可持
首航，展示了國航持續為國家綠色 續發展」的理念相契合。
截至 2018 年底，國航航線網絡覆
生態事業貢獻力量的態度，也是為
即將開幕的北京世園會加緊宣傳預 蓋了全球六大洲 42 個國家和地區，
熱，向全球更多地區和更多人傳遞 並可通過星空聯盟，把航線網絡延
伸到全球 193 個國家的 1,317 個目的
綠色夢想。
同時，倫敦恰是首屆世博會的舉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