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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京港澳同胞
积极参与防疫抗疫，安全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他们主动声援内地战“疫”，慷慨捐款
捐物，彰显同胞深情厚谊。展望疫情结束
后在北京乃至内地的未来发展，他们信心
十足。

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会会长冯国
佑对记者说：“疫情之下，国家很关心我们
这些在内地的港澳同胞，我们除了要保护
好自己，更要尽一份国人之力。”

适应挑战再出发

港人林智祥在北京启烨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担任首席市场总监，这是一家专业机
器人应用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2月中旬启
动远程办公，目前生产力恢复约有七成。
林智祥告诉记者，疫情令公司面临不小压
力，北京市近来推出 16条措施支持中小微
企业渡过难关，相当及时有力，期待公司
能尽快迎来复苏。

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会青委会主
委王柏荣对记者说：“面对疫情，大家都
是命运共同体。在抗疫的攻坚时刻，港澳
同胞与内地民众一条心，希望能共同战胜
疫情。”

“CBD迷你仓”创始人、“80后”港青
曹肇棆带领团队，在3月初陆续复工。依照
相关物业公司的安排，在京公司员工每次
大约有三成在岗，其余远程办公。曹肇棆
告诉记者，疫情对很多初创企业来说，是
自我省思和优化组织的机会，通过挑战极
限相应提升竞争力。“像我所在的港资创业
企业，投资结构以境外投资为主，外国投
资人暂时无法来实地考察，融资会受到一
些影响。”

曹肇棆说，这次全民战“疫”再次体现国
家的制度优势，我们在京港人对国家有信
心。团队经过深度休整后，等疫情过去完全

复工时，战斗力和魄力肯定非常充足。
香港导演叶逊谦与自己戏剧工作室的

10 来名成员分散在北京、上海、香港三
地，近来基本在线上办公。考虑到很多孩
子宅家无聊，叶逊谦与丹麦文化机构发起

“安徒生奖励计划”，启发孩子在线创作，
目前已收到200多件作品。工作室眼下还带
领孩子参与在线戏剧和写作课，酝酿即将
在京出版的儿童戏剧教育指南。“闭关也很
有生产力。”叶逊谦告诉记者。

对长期发展有信心

中国香港 （地区） 商会会长萧惠君对
记者说，中国香港 （地区） 商会积极发挥

桥梁作用，近来协助开展在京港企情况和
需求调查，将北京市政府关于防疫和复工
复产的政策信息传递给会员企业，会员企
业也正积极复工复产。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港澳累计在京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913个，累计实际投资
941.2 亿美元，占北京全部实际利用外资
55.6%。疫情之下，不少在京港澳企业虽生
产经营面临暂时困难，依然对北京乃至内
地经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

东亚银行 （中国） 北京分行早于 2 月
10 日逐步恢复营业。东亚银行 （中国） 华
北区区长陈智仁说，相信疫情终将过去，
我们对在北京发展很有信心，将继续以优
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疫情防控，支持

首都实体经济发展。
北京侨乐房地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是

港资企业，公司总经理卫树景向记者介
绍，公司管理的京广中心办公楼于2月3日
复工，目前入驻的60余家企业已有37家复
工。公司目前每天严格进行消毒测温等防
疫措施，还配合CBD管委会对复工企业开
展防疫指导，建立员工台账，掌握员工离
返京情况，确保入驻企业复工安全。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北京地铁4条线路。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
说，京港地铁将进一步按照政府的总体部
署，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做好复产复
工客流回升后的疫情防控，持续提供安
全、健康、优质的出行服务，不断为北京

城市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各尽其能齐战“疫”

为助力抗疫，在京港澳同胞各尽其
能，通过多种渠道筹措防护物资。香港专
业人士 （北京） 协会积极在国外寻找货
源，面对物流运输等限制，协会理事和成
员全力以赴，终于将一批 N95 口罩从国外
空运回国。在口罩到达首都机场的深夜，
王柏荣亲自前往机场取货，随即分发给在
京港人，并捐赠给北京一线防疫部门。

林智祥从新闻里了解到，有武汉医院
采用机器人实施无接触救护。他向所在企
业协调出3台运输机器人，捐赠给北京抗疫
一线使用，帮助将食物、生活用品等直接
送进病房，减少医务人员和病人接触的机
会。林智祥眼下还与合作厂家商议，研发
制造可用于监控测温的机器人。

据萧惠君介绍，商会会员企业踊跃捐
款捐物支援内地，她也专门在香港采购上
千个口罩和消毒液，并亲自带回北京，送
给有需要的人。“港人齐心协力，共同抗
疫，期盼疫情早日过去。”萧惠君说，虽
然疫情期间港人港企面临不同的困难，但
相信疫情过后，在国家各类政策的帮扶
下，港企能够走回正轨，更好地继续在京
发展。

来自澳门的郑毅庭说，最近大家的生
活都有不方便，但我们是在保护家园、守
护我们的城市，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来
自澳门的罗彩燕认为，疫情面前，我们是
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艰难时刻
必须携手共渡。

冯国佑说，时至今日，在京港澳同胞
依然在行动，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想为
国家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相信国家
应对疫情的能力，对国家充满信心，对北
京充满信心。”

助抗疫忙复产 在京港澳企业果毅前行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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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侧畔，一派繁忙景象。横琴口岸及综
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约1800名
工人戴着口罩开展作业，焊接火花声、金属切
割声、来往施工车辆的轰鸣声，组合成一首

“复工进行曲”。
连接澳门与珠海的横琴口岸是促进粤港澳

深度合作的重点工程，年通关量预计达8000万
人次。201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
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
区实施管辖。

目前，项目需移交澳门管辖的区域正在抓
紧进行收尾施工。新横琴口岸开通后，将采用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
当下，从写字楼、产业园到项目工地，横

琴各环节快速响应，政企有序联动，一系列重
点项目“串珠成链”。截至目前，横琴新区复工
复产企业总数超过 1200 家，返岗人数超过 3.8
万人；建筑工地复工152个，复工率超过75%。

建筑工地复工按下“快进键”的背后，凝
聚着珠海横琴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合

作初心和使命担当。
全面复工复产以来，横琴选派106名党员业

务骨干，组成19支联系服务企业工作队，为169个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提供服务，重点解决企业项目
资金紧张、防疫物资紧缺、人力资源短缺等难题。

在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工地，一栋
栋设计新颖、功能多样的现代化办公楼宇正拔
地而起。项目整体分两期建设，总建筑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涵盖中拉经贸合作园、孵化加
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软硬件设施。

“一期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正在加紧
建设，可以说到了最关键的攻坚阶段。”项目建
设单位大横琴置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已经
有近 600 名人员陆续返岗，争取按原计划在上
半年完工，为后续“招才引智”创造有利条件。

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表示，澳门所需、珠
海所能、全力以赴，珠海要在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这场“大考”中践行对
澳合作的初心。

资金扶持、租金补贴、天使投资、人才奖

励……近日，横琴新区澳门事务局发布 《关于
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暂行办法
的实施细则》，帮助在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应对
疫情影响，助力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牛敬表示，此次发布的
实施细则，针对当前澳门青年创新创业面临的
痛点来“想办法、出实招、解难题”。

“政策及时给力，让我们更加有底气做好技
术研发。”在横琴创意谷，迪奇孚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澳门大学博士陈天蓝春节以来
率领团队紧急开展新冠病毒快检套装研发，可
利用芯片技术替代传统试剂的人手操作，产品
已投入到疫情一线的快检应用。

“硬核”政策与“贴心”服务，为横琴的澳
门企业复工复产增添信心。大横琴集团、横琴
金投等国有企业主动减免旗下物业的租金与物
业费；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推出“零接触”在
线服务、举办“惠澳连线”网上宣讲，协助入
驻澳门企业落实相关资金补助与政策扶持。

（新华社广州电）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横琴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周 强 陆 浩

王柏荣（右）深夜到首都机场搬运从国外空运来的口罩，分发
给在京港人并捐赠给北京一线防疫部门。（受访者供图）

医院医务人员操作港企研发的运输机器人。
（受访者供图）

本报香港3月16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16日公
布2019财政年度业绩，香港迪士尼
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杨善妮表示，
截至2019年9月28日年结日，乐园
全年收入与2018财政年度相若，维
持约60亿港元；乐园宾客人均消费
同比上升4%，连续10年创得新高。

杨善妮介绍说，乐园于 2019 财
年首9个月业绩表现强劲，净纯利增
逾3倍，但由于夏季旅游旺季期间市
场逆转，访港旅客大跌，导致乐园季

内业绩亦受打击；乐园全年盈利下跌
17%，净亏损1.05亿港元。她强调，香
港迪士尼有稳固基础，有信心克服当
前挑战，继续发挥乐园的长远潜力。

杨善妮续表示，乐园全年入场人
次约为650万，自2005年开幕以来的
累计总入场人次已超过 8300 万。过
去一年到访香港迪士尼的宾客组合
更为多元化，其中本地宾客占 41%，
中国内地旅客占 33%；海外市场方
面，来自日本、韩国和泰国的旅客入
场人次均取得10%以上增长。

新华社香港3月16日电（记者
张欢） 香港16日将逆周期缓冲资本

（CCyB） 比率由 2.0%下调至 1.0%，
即时生效。此举旨在释放资金，使
银行拥有更大空间支持本地经济，
尤其是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
在短期内承受压力的行业和人员。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
示，各项经济指标和相关观察均显
示，自疫情发生以来香港经济环境
进一步恶化。金管局已采取相应措
施鼓励银行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需要，包括成立银行业中小企业贷
款协调机制。

香港按照国际准则在2016年推
出逆周期缓冲资本比率机制，目的
是使银行在经济好景时未雨绸缪，
预留缓冲资本，以备在经济逆转时
可以释放缓冲资本，使银行继续提
供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因为2019年
下半年经济下滑，金管局去年10月
14 日将 CCyB 比率由 2.5%降至 2%，
从而释放约 2000 亿至 3000 亿港元
的银行额外放贷额度。

新华社澳门3月16日电（记者
王晨曦） 澳门金融管理局16日跟随
香港金融管理局同步下调贴现窗基
本利率64个基点至0.86%，这是澳门
本月内第二次下调有关政策性利率。

由于澳门元与港元挂钩，为了
维持港澳联系汇率制度的有效运

作，两地政策性利率变动基本一致。
香港的相关利率是基于在港元

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下作出
调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当地
时间15日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
间 100 个基点，香港金融管理局根
据预设公式调整相关利率。

释放资金支持经济

香港下调逆周期缓冲资本比率

人均消费连续10年创新高——

港迪士尼2019财政年度收入稳定

澳门贴现窗基本利率下调至0.86%

江苏省海安高
新区发挥农家书屋
的资源优势，组织
文化志愿者为留守
儿童进行“专业伴
读”。志愿者和孩子
一起快乐游戏，指
导 孩 子 阅 读 、 绘
画，并给孩子辅导
功课，丰富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让复
工的家长能够安心
工作。图为海安高
新区文化志愿者在
田庄村农家书屋里
与留守儿童一起快
乐游戏。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农家书屋里的农家书屋里的““专业伴读专业伴读””

湖北省潜江市近日狠抓复工复产助推一线抗疫，积极主动解决企业复
工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图为当地一家企业的员工正在加紧生产防护服。

吴燕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