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横琴，肩负国家使命，是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和粤澳深度合作区，

开发初心是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服务“一国两制”大局。横琴顺延澳
门产业发展内在逻辑，聚焦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跨境商贸、

文旅会展和专业服务六大产业，畅通规则制度衔接，强化产业协同联动，
促进民生融合发展。

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发展公司”）是珠海大

横琴集团下属招商板块企业，是推动横琴新区及一体化区域重点产业落地
生根的重要综合性服务平台，是推动横琴新区产业发展及人才聚集的主力

军，是产业发展家、人才理想家、园区运营家三位一体的产业服务商，为

政府和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元化、多维度的招商引资和创新增值服务，提
升横琴空间载体的产业价值。

大横琴发展公司作为产业服务商， 坚持企业需求导向，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管家式服务。《企业服务手册》，涵盖企业设立、产业创新促进、人
才引进、政策咨询和兑现、科技金融、商务支持等，旨在为企业全生命周
期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服务指引。

企业设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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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Chapter 1

1

章节索引

1.1 企业规划设计

服务内容：为企业提供企业名称、营业范围、组织架构等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以下为企业开业流程：

1.2.2 澳门新设立公司

服务内容：在澳门商事登记新设立公司
服务机构 1：麦兴业大律师事务所

地址：澳门大堂区宋玉生广场 336-342 号城丰商业中心 10 楼 P,Q,R
联系电话：00853-63638282/63828282，15363599229

联系电话：0756-2990656

1.2 企业商事主体登记
1.2.1 企业商事主体登记

服务内容：企业商事主体新设立、变更、注销
服务机构：横琴工商局

申报网址：

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
（https://jyfwyun.com/#/visitor/home）

广东省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管理系统（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http://qcdz.gdgs.gov.cn/）

横琴新区在线商事登记（企业名称预审、企业新设立预审）
（https://qcdz.hengqin.gov.cn/）

办理路径：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企业名称预审→企业新设

立材料预审→预审通过后下载、打印标准化申请文件→投资人、法定代表人签署→提
交窗口受理→审批通过后领取营业执照

联系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89 号 1 栋
联系电话：0756-2990656

服务机构 2：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地址 : 澳门友谊大马路 918 号世界贸易中心 1-4 楼
联系电话 : 00853-87989638

服务机构 3：澳门第一公证署

地址：澳门黑沙环新街 52 号政府综合服务大楼 2 楼
联系电话：00853-28574258

服务机构 4：澳门第二公证署

地址：澳门水坑尾街 162 号公共行政大楼 3 楼
联系电话：00853-28554460
服务机构 5：海岛公证署

地址：澳门氹仔哥英布拉街 225 号 3 楼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0853-28827502/28827504

1.3 银行开户

服务内容：为企业提供银行开户服务
可选开户行：

（1）中国银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70 号
联系电话：0756-884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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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浦发银行

1.6 经营备案代理

兴科二巷 72 号 401-407

1.6.1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联系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号楼厚朴道 414 号、412 号 ,
联系电话：0756-6336693

（3）中信银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横琴红旗村宝兴路 101 号
联系电话：95558

1.4 企业公积金开户

服务内容：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申请条件：单位尚未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

办理机构：珠海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承办银行 ( 中行 \ 农行 \ 工行 \ 交行 \ 建行 )

申报系统：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在线填写《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申请表→上传证明材料扫描件

办理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30 号市政务服务中心 2 楼商务局窗口

联系电话：0756-2538393

1.6.2 金融类企业信息备案
服务机构：横琴金融服务局

办理流程：
单位提供要件材料 →柜台审核→中心审批→单位到开户银行柜台领取

私募类

办理时限：电子资料齐全情况下，不超过 5 个工作日。纸质资料由银行在系统审

非私募类

批复

批通过后 5 个工作日内送至中心，中心盖章后由银行在 5 个工作日内取回。
联系电话：12345、12329（移动用户拨打：12345）

1.5 企业社保登记

办理条件：缴费人已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服务机构：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

申报网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联系电话：0756-8937237，邮箱：xxcj@hqfa.cn
联系电话：0756-8937235，邮箱：hqjr@hqfa.cn

1.6.3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
服务机构：拱北海关

办理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30 号市政服务中心拱北海关 35、36 号窗口
联系电话：0756-2538065

办理路径：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获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https://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

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需企业注册、登录）→“企业资质”模块选择“海关

【社保费管理】

口办理

办理路径：登录电局→【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申报缴纳】→

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产业基地 A 区 5 号楼
联系电话：0756-884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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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珠海市商务局

通用资质”
→申请并下载表格签名盖章→携营业执照原件和公章原件前往红山海关窗

1.6.4 境外投资企业备案登记
服务机构：珠海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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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5 号工商大厦西附楼三楼 313 房

服务机构 2：珠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办理路径：广东省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企业端）http://odi.gdcom.gov.

联系电话：0756-3966138

联系电话：00853-2159882

cn/Home/CorpLogin →新增对外投资业务→准确填报信息→上传申报材料→送审
→受理→审批→颁发证书

1.7 许可证办理
1.7.1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仅限内资）
服务机构：珠海市烟草专卖局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

或线下办理）

线下办理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香工路 36 号
联系电话：0756-3266239

1.7.2 食品经营许可证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综合执法局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或线

下办理）

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89 号综合服务中心 51 号窗口
联系电话：0756-2990168

1.7.3 健康证

服务机构 1：珠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卫康路 9 号
联系电话：0756-551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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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拱北侨光路 133 号

参考信息：所需材料包括二代身份证、一寸近照 2 张、体检表

1.7.4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服务机构：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办理网址：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http://jianguan.12301.cn/）

办理路径：首页→旅行社和行业组织入口→注册登录→我要申请设立旅行社

办事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30 号市政务服务大厅一楼综合受理窗口（全程

网上申办，无需提交纸质材料，窗口仅提供咨询服务）

联系电话：0756-2538501/2538019/2538930/2661511

1.7.5 劳务派遣许可证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社会服务局

办事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 28 号横琴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102 室
联系电话：0756-8935805

办理路径：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s://www.gdzwfw.gov.cn/) →搜索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或线下办理

1.7.6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服务机构：横琴社会事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办事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 28 号横琴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104 室
联系电话：0756-8688035

办理路径：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s://www.gdzwfw.gov.cn/) →搜索人力资

源服务许可证审批→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或线下办理

1.7.7 澳门机动车临时入出横琴车牌（澳门单牌车）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管委会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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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澳门机动车综合管理系统（tgsq.hengqin.gov.cn）

或者“澳门单牌车”APP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顺景路与祥澳路交叉路口往东约 100 米（横琴口岸）
联系电话：0756-8841875/8841835

参考信息：《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管理细则的通知》( 珠

府〔2018〕54 号 )

（备注：澳门单牌车配额总量 5000 个）

1.7.8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或线

下办理）

办理地址：人民东路 125 号市工商大楼主楼西座一楼窗口 1-3 号卡位
联系电话：0756-2128405/2128407

1.7.9 往来港澳通行证商务签注
服务机构：珠海市公安局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往来港澳通行证商务签注（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

办理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30 号珠海市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综合受理窗口

1-8 号

联系电话：0756-2287666

1.7.1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卫生健康）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新证，含改、扩建）→按照

办理流程指引办理

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红旗村德政街 26 号 A 栋 104 室
联系电话：0756-8937937

1.7.12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证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卫生健康）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新证，含改、扩建）→按照

办理流程指引办理

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红旗村德政街 26 号 A 栋 104 室
联系电话：0756-8937937

或线下办理）

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区宝华路 16 号横琴派出所出入境受理窗口
联系电话：0756-8648317（横琴）/8640525（香洲）

1.7.10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综合执法局

申报网址：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s://www.gdzwfw.gov.cn/）

办理路径：注册登录→首页搜索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核发

（按照指引可选择线上或线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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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办公场地租赁

2.1.1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简介：横琴 • 澳门青年创业谷是横琴新区首个重点打造的产业落地、产业培育、

产业发展的平台，也是服务港澳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打造的高端产业园区，项目

获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间，粤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横琴 •
澳门青年创业谷空间布局包括研发办公区、商务配套区以及人才公寓区。

招商方向：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化会展、专业服务六大产业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联系电话：0756-2990736

2.1.2 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简介：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总投资 36 亿元，致力于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聚集

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人工智能、5G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产业，项目共有 9 栋
主体建筑以及独具特色的岭南风情街，涵盖中拉经贸合作园（跨境办公区）、品牌酒
店、高级公寓、孵化办公、加速办公、总部办公。同时该载体也适用于澳门青创补贴
政策，吸引澳门和湾区的优质青年创新企业入驻。

招商方向：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产业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科二巷 5 号
联系电话：0756-8896358

2.1.3 ICC 横琴国际商务中心

简介：ICC 横琴国际商务中心，大横琴置业城市地标系筑作，涵盖多元业态的新

型战略综合体。项目一期由两栋 130 米高的超甲级写字楼与 2.8 万㎡商业组成，总建
筑面积约 20 万㎡，计容面积约 15.3 万㎡。

招商方向：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化会展、专业服务六大产业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000 号
联系电话：0756-633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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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大横琴 &BEEPLUS 联合办公空间

简介：大横琴 &BEEPLUS 联合办公空间为横琴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坐落于

珠海 ICC 横琴国际商务中心 8-9 层，吸引澳门和湾区的优质青年创新企业入驻。8 楼

提供适合个人创业者的开放工位及适合中小型企业的独立办公室，
是包括文创类初创
公司、金融类、IT 类、跨境电商类企业及休闲旅游企业在内众多中小型企业的最佳
选择；9 楼作为商务楼层则提供更加宽敞的商务套间，可容纳多至 46 人独立办公的
空间，为大中型企业带来更极致的办公体验。

招商方向：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企业、科技、集成电路设计、金融、文创、跨境电商、

休闲旅游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000 号横琴国际商务中心 8、9 楼
联系电话：0756-8896501

2.1.5 保利国际广场

简介：保利国际广场是由珠海横琴保利利和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隶属于保利

房地产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由一栋主塔楼、一栋南塔楼和一栋北塔楼组成，其中
办公占比 88%，商业占比 12%。

招商方向：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化会展、专业服务六大产业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路 166 号

联系电话：0756-8896501

2.1.6 国家食品安全（横琴）创新中心

简介：国家食品安全（横琴）创新中心是由珠海横琴高择投资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项目整体由九栋主体构成，其中三栋楼体为可售单元式办公，四栋为住宅，两栋（8、
9 号楼）为自持超 5A 甲级写字楼。项目自身配套齐全，有运动会所、儿童活动中心、
业主餐厅、会议中心、展示中心、室外篮球场、商业街、室内恒温及室外泳池。

招商方向：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化会展、专业服务六大产业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港澳大道 2333 号

联系电话：0756-889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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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中交汇通横琴广场

简介：中交汇通横琴广场雄踞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于珠海横琴金融岛之心，是

金融岛上单体地块最大的综合体项目。项目集商务产业、国际人居、金融综合服务为
一体，涵盖横琴首个获得 LEED 国际银级认证的超 5A 甲级、300 米天际写字楼。

招商方向：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化会展、专业服务六大产业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338 号
联系电话：0756-8896501

2.1.8 金源国际广场

简介：澳门特区政府推荐进入粤澳合作产业园的第一批 33 个项目之一，获评横琴

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项目以“错位、多元、有趣”的发展思维进行整体规划，分
别打造 AHA 亚哈澳门特色商业配套和 AHA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中心，旨在打造具
有网红打卡属性的港澳青年文化创意聚集地。
招商方向：文化创意、金融、餐饮等

地址：横琴新区香江路与子期道交叉路口往东约 50 米
联系电话：0756-8896501

2.2 人才公寓租赁

2.2.1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人才公寓 / 新家园产业配套住房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澳门青年创业谷
联系电话：13726266518

优惠价格：36 元 / 平方米 / 月（市场价 52 元 / 平方米 / 月）

政策依据：《横琴创意谷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法》（横发〔2019〕43 号）

2.2.2 横琴寓·融境（人才公寓二期）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彩虹路 139 号

价格：2800-4800 元 / 月

联系电话：13536550025 /1857824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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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大横琴高级人才公寓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彩虹路 139 号

价格：350-910 元 / 天

联系电话：0756-2990333

2.2.4 华寓横琴金融基地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价格：2465-2875 元 / 月
电话：18926912649

2.2.5 万科泊寓横琴上村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上村 89 号楼

价格：699-2299 元 / 月
电话：13242692773

2.2.6 万科泊寓横琴下村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下村 140 号

价格：700-950 元 / 月
电话：13242692786

2.2.7 万科泊寓横琴石山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石山村 64 栋

价格：974-2159 元 / 月
电话：18818649080

2.2.7 万科泊寓横琴向阳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向阳村 88 号楼

价格：400-1100 元 / 月
电话：1892696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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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珠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

3.1 信息检索服务

3.2 资源共享平台对接

3.1.1 文献检索

3.2.1 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机构简介：平台整合实验室共享平台、自然资源科技共享平台、大型仪器及检测

机构简介：平台是中国科协“智慧科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涵盖信息、

官方服务机构 1：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网

公共服务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查询网址：https://www.gdkjzy.net/

官方服务机构 2：珠海市科技文献服务平台

机构简介：提供包含定制型标准文献产品、技术法规和标准专题研究、标准数据

分析、WTO/TBT 咨询、标准知识培训等服务。
查询网址：http://sc.zhsti.net

服务热线：0756-2155017

3.1.2 标准检索

服务机构（平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 中国标准服务网 )

机构简介：提供包含定制型标准文献产品、技术法规和标准专题研究、标准数据

分析、WTO/TBT 咨询、标准知识培训等服务。

服务机构：中国科协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绿平台）

技术、创业、融资、培训等服务，设备、专家、技术、资金等资源共享服务。
服务网址：https://www.qiyekexie.com/

3.2.2 仪器共享平台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机构简介：平台是珠海市科技创新局建立的一个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大型仪器设备

共享服务平台。该平台覆盖了生物医学、新材料、机械工程、水文气象等多项领域涉
及的实验及检测设备。

服务网址：http://yq.zhsti.net/

3.2.3 医药信息平台

服务机构：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

机构简介：平台为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支持并推广的国家级医药行业

查询网址：http://www.cssn.net.cn/cssn/front/index.jsp

信息规范项目，平台提供医疗机构、人物（含医生、医药从业人员等）、疾病、症

3.1.3 科技查新

等共 11 大类信息的查阅服务。

服务机构：广东省科技查新检索中心

机构简介：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全省唯一国家级科技查新机构，与 Dialog 和 STN

等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联机检索系统相连，为用户提供客观公正、快捷准确的科技查
新、联机检索、司法鉴定及专利咨询等权威性的咨询服务。
查询网址：http://chaxin.gdinfo.net/index.php

候、药品、保健品、营养食品、药品 / 保健品企业、中药材、医疗器械、文化、典籍
网址：https://www.dayi.org.cn/

3.2.4 集成电路与芯片设计平台

服务机构 1：珠海先进集成电路创新研究院

机构简介：珠海先进集成电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由珠海市人

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共建，由上海新微科技集团、珠海
格力集团、珠海大横琴集团和专业运营团队共同管理运营，以中科院微系统所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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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人才资源为依托，立足珠澳两地，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
先进集成电路领域，构建“共创、共建、共享”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推动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为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联系电话：15113395577（李先生）
服务机构 2：珠海南方集成电路设计服务中心

机构简介：具备 EDA 设计、芯片测试、IP 知识产权服务、MPW 服务、IC 后端设

计服务功能，同时具有 IP 核交易服务，主要面向全省（深圳除外）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开展各类技术研发合作 / 支持、技术咨询、产品测试、人才培养、产业促进服务等
活动。

服务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哈工大路 1 号新资源经济开发港博士楼 B101
服务网址：http://www.zhsic.org/

联系电话：0756-3398101

服务机构 3：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

机构简介：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是珠海市科技创新局和珠海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投资成立的唯一一家面向珠海市信息产业非盈利提供软件、
网络和信息安全专业
测试技术服务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评测中心能为企业提供如下服务：

（1）提供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所需的标准符合性测试报告

（2）企业投标拓展市场或结构转型需要验收测试 / 鉴定测试报告

（3）提供相关部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等研发项目验收所需权威第三方测试报告
（4）用以提高产品安全可靠性的专业测试技术服务

（5）为工业控制企业工控安全提供全程技术支撑服务

（6）其他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系列质量保证技术支持服务
联系电话：0756-3391906

联系微信：zhetc_001（业务受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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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

机构简介：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由中科院、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共同在

横琴打造，是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国产安全可控先进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研究成

果，全系列使用中科曙光服务器及中科寒武纪 AI 加速卡（神经元网络专用芯片），
并具有大规模、自主可控的优势，算力较现有的传统 CPU 超算中心更强。平台主要
为政府、企业及科研院所等提供智能计算软硬件服务、资源共享及调度、交叉研究支
撑、数据集中存储及备份、产业创新等五大功能性服务。
服务网址：https://www.hengqinai.com:30443

联系电话：0756-8688276

3.2.6 产学研合作平台
1. 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

机构简介：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是珠海市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共建的新型研发机

构，依托复旦大学的学科、人才、技术、校友资源和珠海的产业、政策、环境优势，
主要从事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高端人才引进培养。研究院设立物联网智慧城市、集成

电路、 海气系统监测与预测、石墨烯、金融创新、大数据与智能计算等 6 个公共服
务创新平台，积极开展产业化技术研发工作。

服务网址：http://www.fudan-zhuhai.org.cn/

联系电话：0756-8858941
2.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机构简介：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作为澳门大学对接国内的窗口，致力于加强澳门

大学与中国内地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联系与合作，
推动澳门大学与国内机构开展产学
研合作，加快澳门大学的技术成果在国内实现转移转化。
服务网址：https://zumri.um.edu.mo/

联系电话：0756-2898746

联系邮箱：zumri.general@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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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资质认定
3.3.1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政策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 号
办事指南：http://www.chinatorch.gov.cn/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网站→首页→在线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办事指南

申报系统：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www.innofund.gov.cn）

申报路径：首页→企业评价入口→注册 / 登录

联系电话：0756-2990714

3.3.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政策依据：《横琴新区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办法（暂行）》

（珠横新办〔2020〕7 号）

办事指南：http://www.chinatorch.gov.cn/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网站→首页→在线服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办事指南

申报系统：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

http://pro.gdstc.gd.gov.cn/

申报路径：首页→办事通道→申报 / 管理

联系电话：0756-2990714

3.3.3 独角兽企业认定

政策依据：《关于培育引进前沿产业独角兽企业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珠

府函〔2018〕396 号）、《珠海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管
理办法》（珠科创〔2020〕103 号）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申报系统：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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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2.105.183.150/egrantweb/

申报路径：首页→搜索“独角兽”

珠海市联系电话：0756-2213091

3.3.4 珠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

服务机构：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民营经济发展科

办事指南：http://www.zhuhai.gov.cn/gxj/gkmlpt/index

办理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 66 号 301 室
联系电话：0756-2221956/2251062

3.3.5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

政策依据：《广东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粤科规范字〔2018〕

3 号）

申报平台：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

http://tas.innocom.gov.cn

服务机构：珠海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电话：0756-2990703

3.3.6 科技创新公共平台认定

政策依据：《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扶持暂行办法》（珠横新办〔2017〕37

号）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756-8841652

3.3.7 市新型研发机构（补贴申请）
政策依据：

《珠海市科技创新公共平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珠科工信〔2018〕675 号）
申报系统：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

http://202.105.183.150/egrant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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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路径：首页→ " 科技局 " →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新型研发机构初次认定补贴及
到期重新认定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技发展促进会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25 号工商大厦主楼 5 楼 511
联系电话：0756-2550082

3.3.8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

政策依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08〕539

号）、《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2004 年修正）
办事指南：新型研发机构认定 - 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000006939801C2442003019001
申报系统：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

http://pro.gdstc.gd.gov.cn/

申报路径：首页→办事通道→申报 / 管理

服务机构：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 171 号科技信息大楼一楼
联系电话：020-83163402

3.4 技术合同 / 成果登记
3.4.1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办事指南：技术合同登记 - 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400MB2C91162B344070310200002

登记点地址：珠海市横琴自贸区十字门大道金融基地三期 12 栋横琴国际知识产

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756-2990714

3.4.2 科技成果登记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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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指南：科技成果登记 - 广东政务服务网

http://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400MB2C91162B3442103000001
联系电话：0756-2538006

登记点地址：珠海市人民东路 125 号市工商大楼 5 楼 519 室

3.5 研发费用补助受理

补贴类型 1：区级研发费用后补助

政策依据：《横琴新区企业研究开发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珠横新办〔

2017〕39 号）

申报系统：珠海横琴新区片区专属网页（https://qy.hengqin.gov.cn）

申报方式：登录珠海横琴新区片区企业专属网页→上传证明材料→网上预审→网

络审核并通过后→提交纸质材料区商务局复核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756-8933928

补贴类型 2：省级研发费用后补助

政策依据：《广东省激励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试行方案》、《广东省省级企业

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 试行 )》、《广东省企业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助政
策操作指引 ( 试行 )》

办事指南：广东省企业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助政策操作指引（试行）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http://gdstc.gd.gov.cn/zwgk_n/zcfg/zcjd/content/post_2691149.html
申报系统：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

申报方式：“阳光政务平台”→填报（《广东省企业研究开发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申报表》及相关附件）→书面材料（系统下载）报送。
服务机构：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 171 号科技信息大楼一楼
联系电话：020-8316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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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科技项目申报平台

申报范围：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等专题

项目申报

平台名称：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平台网址：https://zxr.gdjr.gd.gov.cn

3.6.1 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

服务内容：融资申请、金融产品匹配、商业信用分析评价等服务

查询路径：首页→通知公告→申报服务（首页下方）

3.7.2 财务顾问服务

网址：http://pro.gdstc.gd.gov.cn/egrantweb/###

申报路径：首页→办事通道→企业注册 / 登陆→填报

3.6.2 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
网址：http://202.105.183.150/egrantweb/

查询路径：首页→通知公告→申报通知

申报路径：首页→（首页下方）进入申报→企业注册 / 登陆→填报

3.7 科技金融服务
3.7.1 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 1

平台名称：珠海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平台网址：http://kjjr.zhsti.net/

服务内容：银行信贷产品、融资申请、金融政策申报等信息服务
官方服务机构：珠海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服务平台 2

平台名称：珠海企业服务平台（政企云）投融资增信子平台
平台网址：http://202.105.183.138

服务内容：银行信贷产品、央行服务、融资申请、金融政策申报等信息服务
官方服务机构：珠海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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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 3

官方服务机构：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服务机构：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为企业提供融资规划、融资咨询和辅导、对接资金等服务
服务网站：“金谷汇”网站（http://www.hqfv.com.cn/jgh）

联系电话：0756-8688197

3.7.3 投融资对接活动

活动名称：横琴“金谷汇”投融资对接活动

活动简介：通过整合粤港澳大湾区资源，在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之间

搭建交流对接桥梁，为优质项目打造的集培训、路演、融资、交流、合作等功能为一
体的投融资服务平台。

主办方：横琴新区金融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756-8688197

3.8 产业协会 / 联盟对接
3.8.1 科技企业协会

协会：横琴新区科技企业协会

协会简介：本着立足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精神，结合政府、社会和

企业的资源，搭建政府与会员、会员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发挥沟通、咨询、服务的作

用，在落实政策、信息交流、推动合作、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方面发挥自身积极作用。

33

联系邮箱：hqxqkjqyxh@163.com

联系电话：0756-6893228

3.8.2 集成电路与芯片设计协会

协会 1：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

协会简介：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正式成立于 2001 年 5 月，立

足服务于会员单位，现有会员单位 300 多家，通过旗下的“一刊（《中国集成电路》
杂志）、一会（ICCAD 年会）、一网（www.csia-iccad.net.cn）”，积极促进我国
集成电路设计业的产业发展与技术交流，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
网址：http://www.csia-iccad.net.cn/index.html

协会 2：珠海市半导体行业协会

协会简介：协会成立于 2020 年 9 月，以搭建平台、服务产业为服务宗旨，致力

加强行业交流与协作，推动行业资源整合与共享，促进全市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半
导体器件封装、半导体材料、配套服务等健康有序发展，助力提升珠海市半导体产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联系电话：15976964321
联系地址：

（高新区）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南方软件园 D2-218 室

（香洲区）珠海市香洲区梅溪商业广场 2 栋 5 层 4 办公室

3.8.3 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协会
协会 1：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协会简介：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依法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

社会团体法人组织。会员主要是由从事和热心于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教育、开发、生
产与应用的单位所组成。

网址：http://www.cmba.org.cn/

协会 2：中国生化制药工业协会

协会简介：协会是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生化制药行业社团组织。目前有用团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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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家。协会收集、整理全行业及国内外有关资料，组织信息交流和开展咨询服
务，制定行业有关法规、规范、标准和先进技术指标，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
习、推广先进技术、生产和经营、管理经验。
网址：http://www.cbpia.org/

协会 3：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协会简介：协会主要开展有关医疗器械行业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提供政策和立

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制定并监督执行行业政策，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质量规范的制定、修改、宣传和推广行业资质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国内外经济技术交

流与合作，协调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展三类产品及进口产品注册咨询及代
理；组织行业内科技成果及产品的鉴定、推广工作，收集、分析、发布行业信息；承
办或组织国内外展览会，研讨会。

网址：http://www.camdi.org/

3.8.4 人工智能协会

协会 1：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协会简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会同相关单位

于 2017 年 10 月共同发起成立，会员单位达到 630 家，设立了 10 个工作组、2 个推进

组、5 个委员会，分别从评估、开源、芯片、安全、伦理等务实开展工作。联盟发布了

多项研究成果，先后主办、承办多次会议、高峰论坛，组织开展了 AIIA 杯人工智能巡
回赛，出版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案例征集等，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网址：http://www.aiiaorg.cn/

协会 2：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协会简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于 1981 年，是经国家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我国

智能科学技术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学会，是全国性 4A 级社会组织，挂靠单位为北京邮

电大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正式团体会员，具有推荐“两院院士”的资格。 它
为智能科学技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融合科研成果的平台，有效地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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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址：http://www.caai.cn/index.php?s=/home/index/index.html

协会 3：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协会简介：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目前是广东省第一家同时也是唯一一家泛智

能产业协会，是 2017 年 10 月经由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由小米科技、科大讯飞、漫步者科技、金发科技、图普科

技、亿航智能、雷柏科技、慧科讯业、极飞科技、德赛西威、和讯创智、中科招商、
时代商业、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近 200 家企业、高校与个人组成，专家顾问
团队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多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5

科技项目申报

6

资质认定服务

7

科技查新服务

8

企业品牌宣传

9

广告传媒及印刷设计

网址：http://www.zhinengxiehui.com/

3.9 第三方服务机构对接

若企业有如下服务诉求，我们可提供资源对接服务
服务热线：0756-2990750/29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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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1

财税服务

代理记账、财税咨询、年度审计、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 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科技经费 / 高企
等专项审计等

2

法律服务

境内外 IPO、并购重组、法律咨询、境内外诉讼、
仲裁等

3

人力资源服务

人才招聘、人才培训、人才测评、劳务派遣、
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咨询、高层次人才服务、
劳务输入等服务

4

知识产权服务

知识产权代理、运营，贯标服务

10

办公配套服务

11

管理咨询服务

12

信息化服务

13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14

认证服务

15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及
认证服务

政策咨询，政府扶持资金、财政补贴项目申报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企、独角兽企业、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认定服务
国内、国际科技查新服务

文化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展服务、市
场推广宣传、广告设计，平面设计及各类产品
设计

平面设计、活动策划、会展商务、公关传播、
catalgo 设计印刷（产品宣传册、企业形象画册、
商品目录设计）

办公场地设计装修
办公场地保洁
办公耗材采买

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企业战略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投资咨询服务、商业模式设计咨询服务、
品牌规划咨询、信息咨询、商务经纪服务等
系统开发和集成服务（ERP、CRM、智能制造、
网站、商城、公众号、小程序等），软件开发
与运维服务，网络推广等
提供科研院校对接、科技人才引进、科技成果
对接、科技资本对接等服务

提供 ISO9001、ISO14001、ISO45001、二级计
量体系、诚信及信用评价体系、客户投诉管理
体系、服务体系认证等咨询与技术指导服务

医疗器械产品备案 / 注册技术服务、临床试验及
临床评估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 经营许
可申办技术服务、FDA 认证技术服务、CE 认证
技术服务、其他特殊行业证件办理技术服务、
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考核技术服务、ISO13485/
ISO9001/ISO14000 认证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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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工智能产业

《横琴新区区块链产业发展扶持暂行办法》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珠横新办〔2020〕9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36

4.2 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扶持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珠横新办

〔2018〕4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14

4.3 区块链产业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区块链产业发展扶持暂行办法》（珠横新办〔2018〕18 号）
申报咨询：0756-8688197

4.4 金融产业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办法》（珠横新办〔2014〕33 号）、《横

琴新区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业发展实施办法》（珠横新办〔2015〕26 号）、《横琴新区
促进量化投资企业和金融科技企业发展扶持办法》（珠横新办〔2017〕30 号）、《广
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产业培育和扶持暂行办法》（珠横新办〔2015〕11 号）、《广
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产业培育和扶持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珠横新办〔2017〕12
号）、《横琴新区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扶持措施》（珠横新办〔2017〕35 号）
申报咨询：0756-8688197

4.5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扶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暂行办法》（珠横新办〔2018〕20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17

4.6 休闲旅游产业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休闲旅游业发展办法》（珠横新办〔2017〕23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15

4.7 文化体育产业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促进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办法（暂行）》
（珠横新办〔2020〕25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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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广告产业

政策名称：《关于促进横琴新区广告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珠横新办〔2016〕

22 号）《关于促进横琴新区广告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细则》
申报咨询：0756-2990715

4.9 办公场地租金补贴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科技型企业办公场地租金补贴暂行办法》（珠横新商〔

2017〕32 号）《横琴新区科技型企业办公场地租金补贴暂行办法（修订）》（珠横
新办〔2020〕15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03

4.10 天使投资基金申请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天使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珠横新办 [2020]30 号
申报咨询：0756-8688197

4.11 重点总部企业集中办公补贴

政策名称：《横琴新区促进重点总部企业集中办公暂行办法》
（珠横新商〔2017〕174 号）
申报咨询：0756-2990703

4.12 惠澳政策申报

政策名称：《关于鼓励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的暂行办法》( 珠横新办〔2019〕

11 号 )、《关于鼓励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的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珠横新澳〔

2019〕1 号 )、《关于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办法》（珠横新办

〔2019〕20 号）、《关于进一步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新创业的暂行办法的实施细

则》（珠横新澳〔2020〕2 号）、《横琴新区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的
专项措施》( 珠横新办〔2019〕12 号 )、《横琴新区扶持澳门投资大型商业综合体发

展暂行办法》( 珠横新办〔2019〕13 号 ) 、《横琴新区促进中拉经贸合作的若干措施
（修订）》( 珠横新办〔2018〕22 号 )
申报咨询：0756-2990750

4.13 港澳人员到横琴新区就业创业补贴

政策名称：《港澳人员到横琴新区就业创业补贴办法》
（珠横新办〔2020〕26 号）
申报咨询：0756-8841154、0756-868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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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才补贴申报
5.1.1 横琴新区特殊人才奖励申请

服务机构：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党群工作部、社会事务局、横琴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申报系统：http://yc.hengqin.gov.cn/

查询路径：注册→登录→政策申报→特殊人才奖励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 28 号 1 楼

联系信息：横琴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业务联系电话：0756-8841168、0756-8842760
技术联系电话：0756-6969100

参考信息：《横琴新区特殊人才奖励办法》（珠横新办〔2020〕14 号）

5.1.2 横琴新区引进人才租房与生活补贴申请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党群工作部、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横

琴办事处

申报系统：http://yc.hengqin.gov.cn/

查询路径：注册→登录→政策申报→引进人才租房与生活补贴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18 栋 431 室

服务机构：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

申报系统：https://wsfw.zhrsj.zhuhai.gov.cn/zhrsClient/index.do?doMethod=pageHome
查询路径：登录→个人服务→人事人才→人才引进→企业新引进人才住房补贴申请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45 号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窗口大楼 3 楼
联系信息：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756-2125965
参考信息：

《珠海市企业新引进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住房（租房和生
活）补贴实施办法》（珠人社〔2019〕97 号）

5.1.4 境外人才个税补贴政策

政策依据：《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1 号）
服务机构：珠海市科创局（高端人才），珠海市人社局（紧缺人才）

申请对象：在珠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且在珠海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 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网上申报平台：http://202.105.183.150（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
申报指南：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4148969/content.html

联系电话：0756 － 2128405（高端人才）/0756-2123927（紧缺人才）/12366

联系信息：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横琴办事处

（税务）/4001611689（申报系统）/0756-8841172（区财政局）

技术联系电话：0756-6969100

（1）
《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19〕2 号）

联系电话：0756-8841220/8841286
参考信息：

（1）《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 横琴新区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暂行办
法 > 的通知》（珠横新办〔2019〕18 号）

（2）关于印发《横琴新区引进博士人才紧缺专业目录（2019-2020）》和《横琴新
区引进技能人才紧缺工种目录（2019-2020）》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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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珠海市企业新引进人才住房（租房和生活）补贴申请

参考信息：

（2）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1 号）

（3）
《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暂行办法》

5.1.5 博士后奖励申请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党群工作部

服务窗口：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22 栋人力资源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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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德政街 41 号

联系信息：0756-2990223，0756-2990256（政策）
参考信息：

（1）
《横琴新区博士后管理办法》（珠横新办〔2019〕23 号）

（2）
《关于印发横琴新区博士后管理办法操作指南的通知》（珠横党群〔2020〕37 号）

5.1.6 高层次人才补贴申请

政策依据：《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 横琴新区加快创新驱动企业及团

队引进培育扶持办法 > 的通知》（珠横新办〔2020〕8 号）、《关于实施“珠海英
才计划”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珠字〔2018〕6 号）
服务机构：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报系统：https://wsfw.zhrsj.zhuhai.gov.cn/zhrsClient/index.do?doMethod=pageHome

申报路径：注册登录→个人服务→人事人才→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待遇申请

→高层次人才奖励和住房补贴申请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45 号

联系信息：0756-2128502/2128219，0756-8841652（政策）
参考信息：《珠海市人才分类目录（2018 年版）》

5.2 人才配套服务
5.2.1 子女就学

学位排序：

第一类 横琴户籍类学生

学位按照下列顺序依次安排：

1. 申请学生为横琴新区登记在册的征地农民直系亲属。
2. 申请学生监护人持有横琴新区自主完全产权房产。

3. 申请学生为横琴户籍（无横琴房产），其迁入横琴户籍时间原则上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每年略有差异）。

4. 国家、省、市级正式文件规定视同户籍生待遇的人员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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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 政策性照顾类学生

学位按照下列顺序，依次统筹安排：
1. 符合政策性照顾生类别。

2. 其监护人在横琴新区内工作或居住的港澳籍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在横琴新

区工作满 1 年及以上并缴纳社保满 1 年以上；监护人在横琴新区内持有自主完全产
权房产或在横琴居住满 1 年及以上）。

3. 符合横琴新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骨干人员子女。

第三类 珠海市内跨区就读类学生

监护人及幼儿均为横琴新区外珠海市内户籍，
且监护人在横琴新区内持有自主完

全产权房产或在横琴新区工作并缴纳社保满 1 年及以上。
第四类 积分入学类学生

下列情形均参照积分入学办法执行：

①学生非珠海市户籍，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横琴新区内户籍；
②学生非珠海市户籍，父母双方均为珠海市户籍；

③学生为横琴区外珠海市内户籍，父母双方均非珠海市户籍；

以上情形的居住年限以父母一方在珠海市内户籍入户时间计算，其余项目不变。

联系电话：社会事务局 0756-8841660
（1）幼儿园

报名网址：横琴幼儿园报名客户端（https://hengqin.lcola.cn/signin）

（2）小学、中学

服务机构：珠海市教育局

报名时间：公办小学、初中一年级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每年略有差异）。

报名网址：珠海市教育局官网（http://zhjy.zhuhai.gov.cn/）

报名路径：首页→义务教育招生系统→小学新生入口（初中新生入口）→注册登

录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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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外市小学六年级学生报读横琴新区初中一年级，需持小学毕业证明、户

口簿或身份证原件，在报名期间内到我区招生服务窗口申领报名号后再进行网上报名。

5.2.2 人才落户

人才引进核准：先在人社部门申请再到公安局办理户口迁移

毕业三年大学生：先落户后就业，凭毕业证和相关资料直接到公安局办理户口迁移

毕业五年大学生：毕业五年内的双一流大学（含原 985、211 大学）、世界排名

前 500 大学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珠海市以外的人才可以先落户后就业，按如下
步骤办理

办理路径：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引进

→申请直接核准引进→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对应的电子资料提交→用人单位、
人社部
门审核通过后→办理落户、调档手续
申报材料：

1.《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才引进申请表》（一式两份）
2. 居民身份证

3. 毕业五年内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毕业证书

4. 国内学历的，提交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5. 国（境）外学历的，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
服务机构：珠海市公安局及各分局（横琴分局）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16 号

联系电话：0756-8648310/0756-8858593（户籍业务）

申报路径 1：网上申报

登录横琴新区人才引进系统（http://rc.hengqin.gov.cn/）→业务办理→填报个人信
息→提交信息→信息审核

申报路径 2：线下办理

办理机构 1：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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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德政街 38 号 1 楼

窗口服务电话：0756-884116/0756-8841168、0756-8842760
办理机构 2：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横琴办事处

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18 栋 B 座 431 室
联系电话：0756-8841220
告知方式：

1. 短信通知

2. 登录横琴新区人才引进系统的业务办理“申请管理”栏自助查询
办理时限：

1. 网上预审：2 个工作日（情况特殊的，5 个工作日）
2. 窗口审核：2 个工作日（情况特殊的，5 个工作日）

参考信息：《珠海市人才引进核准办法》（办事指南）、《本科毕业生三年内

“先落户后就业”办事指南》、《毕业五年内双一流大学（含原 985 大学、211 大
学）、世界排名前 500 名大学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先落户后就业”办事指南》

5.2.3 人才招聘
服务内容：

1. 免费入驻横琴新区官方在线求职平台 -- 横琴英才职通车

2. 免费参加横琴新区每月 1 期线下招聘会 -- 横琴新区英才交流会
3. 收费委托招聘和猎头寻访，具体收费情况详谈

服务机构：珠海市横琴新区英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澳门青年创业谷 2 栋 1 层
联系电话：0756-6298513/17722065122（微信同号）

5.2.4 人才交流活动

活动名称 1：“智汇横琴”博士、博士后人才交流会

活动简介：活动旨在加快横琴新区进一步聚集高端人才，打造创新人才高地，为

在横琴新区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工作分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企业单位等用人主
体搭建高层次人才交流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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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横琴新区党群工作部

联系电话：0756-6298513/17722065122（微信同号）
活动名称 2：“琴澳同心·筑梦飞翔”澳门大学生暑期横琴实习计划

活动简介：活动旨在推动琴澳两地人才交流，已成为琴澳人才合作交流的品牌活

动，为澳门大学生提供就业实习机会，促进两地青年人才交流合作，助力澳门青年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办方：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电话：0756-6298513/17722065122（微信同号）

3. 看房服务 -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岛内房源咨询及预约看房服务
4. 配偶就业 - 为高层次人才配偶解决就业服务

5. 就医绿色通道服务 - 为高层次人才及家属提供珠海市及横琴新区 24 小时就医预约
和绿色通道服务

6. 年度免费健康体检 - 为高层次人才联系医院预约体检，及咨询体检内容
7. 法律咨询 -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法律咨询指引服务
服务机构：横琴新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2 栋 1 层
联系电话：0756-8842760

活动名称 3：横琴新区英才交流会

活动简介：旨在服务企业更好地招聘优秀人才，搭建企业与人才沟通的平台，并

于每月最后一周周五下午在横琴新区开展，企业、求职者均可免费参加。
主办方：横琴新区党群工作部

联系电话：0756-6298513/17722065122（微信同号）

5.2.5 居住证办理

受理条件：跨地级以上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

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流动人口，可以依规定申领居住证。

办理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16 号横琴派出所居住证窗口
联系电话：0756-8648228

网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40055165867744442106041002

5.3 高层次人才服务
服务内容：

1. 创业项目落地 - 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领衔的创业团队提供全链条（考察接待、注
册、办公场地、投融资对接、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咨询等）落地策划及咨询服务
2. 首次购房公积金贷款优惠 -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首套房公积金贷款优惠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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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横琴新区展示厅

简介：横琴新区展示厅以“横空出世，琴鸣天下”为主题，分为“印象篇”、

“足迹篇”、“规划篇”、“建设篇”和“未来篇”五大展示单元。重点展示横琴的
区位交通、国家战略、粤港澳合作、发展历程、发展成果、和城市规划等内容。展厅

运用了国际化创新设计理念，结合现代化高科技展示技术，直观生动地展示了横琴新
区的规划及发展成果。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3期3栋

预约电话：0756-6299656

预约扫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新区展示厅”公众号进行预约

6.2 横琴新区创业会客厅

简介：横琴创业会客厅以介绍落户横琴科技企业的产品成果为发展定位，展示人

工智能领域前沿科技的应用。该展示区域同时还提供会议会展场地、基本办公资源、
商务洽谈环境、共享商务服务及其他商务相关的公共服务。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18 栋 1 楼

预约电话：0756-6299656

预约扫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新区展示厅”公众号进行预约

6.3 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展示厅

简介：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科技创新展示、体验为特色，以研发孵化、加

速办公为支撑，以智能硬件、虚拟现实、3D 打印、云计算为亮点，打造“中国首个

‘科创 +’国际创展示范平台”和“科创 W.E. 社区”，成为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国际国内科技产业融合商贸的重要渠道纽带。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兴科二巷 5 号
预约电话：0756-889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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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展厅

简介：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是横琴新区管委会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促进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 , 专门为两岸四地的青年和海

外留学人员打造的一个创新创业载体，
现已成为展示横琴活力与创新的一张名片和推
进粤港澳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预约电话：0756-2990732/2990700

6.5 横琴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简介：珠海市首个启用的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产业园区，旨在聚集和整合政府人

才有关公共服务职能和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一站式”服

务，助力横琴加速集聚天下英才，帮助横琴企业解决“招人才难、留人才难”的难
题，满足企业多样化的人力资源市场需求。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22 栋
预约电话：0756-8858580

预约扫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公众号进行预约

6.6 横琴新区综合管廊展示厅

简介：横琴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是在横琴海漫滩软土区建成的国内首个成系统的

综合管廊，总长度为 33.4km，投资额为 22 亿元。管廊纳入给水、电力 (220KV 电

缆 )、通信、冷凝水、中水和垃圾真空管 6 种管线，同时配备有计算机网络、自控、

视频监控和火灾报警四大系统，具有远程监控、智能监测 ( 温控及有害气体监测 )、
自动排水、智能通风、消防等功能。横琴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获得了中国建筑工程
质量最高荣誉奖——鲁班奖，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桂风路与环岛北大道交叉口东 200 米
预约电话：0756-8933326

预约扫描：微信扫码关注“大横琴管廊”公众号进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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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交通出行
7.1.1“横琴号”班车
线路：

①一号线 保利海上五月花至横琴镇综合服务大厅往返

发车时间：早 7:05；晚 18:10

②八号线 锦绣国际花城至华融琴海湾往返

发车时间：早 6:55；晚 18:10

③十号线 井岸大厦至横琴服务大厅往返

发车时间：早 7:00；晚 17:45

④十一号线 香洲总站至横琴服务大厅往返

发车时间：早 7:05；晚 17:40
乘车须知：

①关注“小可乐科技”微信公众号—注册 / 登录 -- 充电 / 乘车—智能通勤车—购票

路线 2：横琴 - 澳门往返

站点：紫檀博物馆 - 创新方 - 横琴创意谷 - 横琴总部大厦 - 横琴口岸 - 澳门莲花口

岸氹仔新濠锋酒店 - 半岛新葡京酒店
发车时间：

横琴 - 澳门 8:40；12:10；15:30
澳门 - 横琴 7:00；10:20；13:50
乘车须知：

关注“横琴澳门跨境通勤专线”微信公众号预约乘车

7.1.3 横琴公交巴士线路
线路：

14 路 海虹总站 - 长隆往返 （头班 6:20；尾班 21:50）

62 路 横琴口岸西 - 圆明新园往返（头班 6:30；尾班 21:30）
86 路 长隆 - 南屏科技园往返（头班 6:30；尾班 22:00）

87 路 芒洲湿地公园 - 前山总站往返（头班 6:30；尾班 21:30）

88 路 横琴客运码头 - 湖心路口总站往返（头班 6:10；尾班 21:10）
89 路 创新方 - 城轨珠海站往返（头班 6:20；尾班 21:00）

826-3 路 长隆 - 城轨珠海站往返 （6:10-11:40；17:30-21:00）
②购票后在“我的车票”可查看实时车辆位置，请提前到达乘车点候车
③联系电话：4008228606/0756-8633030

7.1.2 横琴澳门跨境通勤专线
线路 1：横琴 - 澳门往返

站点：臻林山庄 - 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 - 乾元酒店 - 保利国际广场 - 横琴总部

大厦 - 横琴口岸 - 澳门莲花口岸 - 氹仔新濠锋酒店 - 半岛新葡京酒店
发车时间：

横琴 - 澳门 9:00；12:30；16:10
澳门 - 横琴 7:10；10:4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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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 路 吉大总站—长隆（头班 6:15；尾班 21:00）
K11 路 香洲 - 长隆（头班 6:30；尾班 21:30）

G88 路 湖心路口总站 - 横琴客运码头（头班 7:00；尾班 18:45）

Z51 路 横琴口岸西 - 琴海西路总站往返（头班 6:30；尾班 21:30）

Z52 路 横琴客运码头 - 琴海西路总站往返（头班 6:10；尾班 20:40）
Z55 路 横琴口岸西 - 长隆深井基地往返（头班 6:20；尾班 21:15）
乘车须知：

①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海公交巴士”查询公交信息
②联系电话：0756-26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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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珠海机场快线

线路①：珠海机场 - 长隆

站点：珠海机场 - 吉林大学东门 - 横琴口岸 - 横琴湾酒店 - 马戏酒店 - 企鹅酒店

发车时间：9:25-18:25（每隔 30 分钟发一次车）
路线②：长隆 - 珠海机场

站点：企鹅酒店 - 马戏酒店 - 横琴湾酒店 - 横琴口岸 - 吉林大学东门 - 珠海机场

发车时间：8:10-19:40（每隔 30 分钟发一次车）
乘车须知：

7.1.6 客运码头
①横琴码头：珠海市香洲区环岛东路

联系电话：0756-8306202

班次：横琴码头至蛇口港（头班 10:15；尾班 21:00）

横琴码头至东澳岛（头班 8:50；尾班 16:20）

乘船须知：微信关注“横琴客运码头”公众号购票
②九州港码头：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南路 599 号

联系电话：0756-3333359

乘船须知：登录九州港官网（www.zhjzg.com ）

购买船票或微信关注“九州客运港”公众号购票

③香洲港码头：珠海市香洲区情侣中路北堤码头香洲港

①可关注“珠海机场快线”微信公众号查询或购票
②联系电话：0756-8111333

7.1.5 高铁 / 城轨站

珠海站：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昌盛路 5 号
珠海北站：珠海市香洲区金峰北路

联系电话：0756-2119915

乘船须知：微信关注“香洲港”公众号购票

7.1.7 长途客运站

（1）横琴口岸客运站：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2050 号横琴口岸 B1 层

联系电话：0756-8588969

珠海前山站：珠海市香洲区港昌路南端

珠海明珠站：珠海市香洲区明珠北路 35 号

珠海唐家湾站：珠海市香洲区金凤路 399 号

路线①：珠海站（拱北）-- 珠海长隆站

联系电话：0756-3333359

始发时间：6:53（珠海站） 6:50（长隆站）

联系电话：0756-8885218

乘车须知：登录全国高铁客运网（http://www.12306.cn/mormhweb/）购买乘

联系电话：0756-2116222

路线②：珠海站 - 湾仔北站 - 十字门站 - 横琴北站 - 横琴站 - 珠海长隆站

联系电话：020-12306

车票或者登陆 12306 APP 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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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州港客运站：珠海市香洲区情侣南路 599 号
（3）拱北汽车客运站：珠海市香洲区莲花路 1 号
（4）信禾通大汽车客运站：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围基路 3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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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云机场大巴：微信关注珠海城市候机楼可查询乘车地点及班次

联系电话：0756-8884636

（6）珠海机场快线：微信关注珠海机场快线，根据需要进行选择预订车票

联系电话：0756-8111333

7.2.5 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富祥湾内

电话：0756-2998888

7.2.6 珠海长隆马戏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富祥湾内

电话：0756-2993399

7.2.7 珠海长隆企鹅酒店

7.2 酒店住宿
7.2.1 珠海横琴星乐度露营小镇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108 号

电话：0756-8119888

7.2.2 大横琴高级人才公寓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彩虹路 139 号

电话：0756-2990442

7.2.3 珠海横琴希尔顿花园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厚朴道 398 号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号楼

电话：0756-8126888/13825610643

7.2.4 珠海横琴乾元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港澳大道 1699 号

电话：0756-833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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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富祥湾内

电话：0756-2993366

7.2.8 梧桐树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海东路 501 号

电话：0756-6960000

7.2.9 横琴凯悦酒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七色彩虹路 1295 号

电话：0756-2991234

7.3 食在横琴
7.3.1 海里鲜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彩虹路 139 号

电话：0756-8866822

7.3.2 粤匠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社区香江路 10 号

电话：0756-815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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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横琴公社餐厅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港澳大道与顺景路交叉路口

地址：横琴新区横琴大道四塘村兰姐农庄

电话：0756-8841777

电话：13543007609

7.3.4 星乐度 . 横琴码头驿站【Chill House 萃岚】

7.3.11 俊兴大排档（长隆店）

地址：珠海横琴新区星乐度横琴码头驿站 101-2

地址：横琴新区宝兴路 43 号（红旗村）

电话：13318890294

电话：0756-8841992

7.3.5 星乐度 . 横琴码头驿站【滨 . 茶】

7.3.12 长隆横琴湾海豚餐厅

地址：珠海横琴新区星乐度横琴码头驿站 101-1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长隆旅游度假区

电话：15387379495

电话：0756-2998888

7.3.6 横琴成记咖啡美食

7.3.13 蚝大仙

地址：珠海横琴新区宝中路 114 号 （红旗村）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社区香江路 10 号

电话：0756-8841873

电话：0756-8822459

7.3.7 阿度酸菜鱼

7.3.14 爱尚牛鼎记

地址：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108 号 星乐度 . 露营小镇星奇塔无动力世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社区香江路 10 号

电话：0756-8119521

电话：0756-8822899

7.3.8 BUFFY 小黄鸭茶楼 （珠海星乐度店）

7.3.15 汤家汇猪肚鸡

地址：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108 号 星乐度 . 露营小镇星奇塔无动力世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西侧横琴口岸正对面

电话：0756-8828113

电话：0756-8596699

7.3.9 CHEERFY 乐凡餐吧

7.3.16 海上明珠海鲜酒楼

地址：横琴新区琴政路 38 号美食城 A 栋 AL104 号铺

电话：0756-888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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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兰姐农庄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西侧横琴口岸正对面

电话：0756-868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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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 文记大排档

7.4.2 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电话：0756-8842281

电话：0756-8688888 4008830083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104 号

7.3.18 禄小宝酸菜鱼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社区香江路 10 号

电话：0756-8688797

7.3.19 麦当劳（横琴宝兴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57 号 1 层 3 号

电话：0756 8861860

7.3.20 小榮大勝茶餐厅 ( 横琴店 )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57-61 号商铺

电话：0756 8858197

7.3.21 汉堡王（横琴中央汇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香江路 10 号横琴中央汇商业街一层 B101 号

电话：0756 8822717

7.3.22 真功夫（横琴中央汇店）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香江路 10 号横琴中央汇商业街一层

电话：0756 8688570

7.4 旅游景点

7.4.1 横琴游客服务中心

7.4.3 花海长廊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海北路与环岛东路交叉路口往西约 100 米

7.4.4 星乐度·露营小镇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108 号 101 房

电话：0756-8119910,0756-8119888

7.4.5 石博园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电话：0756-8688198

7.4.6 芒洲湿地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海北路

电话：0756-8868934

7.4.7 狮门娱乐天地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羽道 91 号创新方 1-4 层

电话：0756-6333777

7.4.8 星乐度·横琴码头驿站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环岛东路 5000 号

电话：13318890294/13902532550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54 号

7.4.9 横琴紫檀文化中心

开放时间：08:30-20:00

电话：0759-2999299

电话：0756-88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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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大道仁山路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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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文体配套设施

7.5.1 新华书店横琴书笙馆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德政街 24 号

电话：0756-3269009

7.5.2 珠海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大道 ( 近环岛路 )

电话：13600360098

7.5.3 大横琴高级人才公寓酒店 - 健身房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彩虹路 139 号（三楼）

电话：0756-2990333

7.5.4 全时优健运动空间（励骏庞都店）

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 38 号励骏庞都广场 4 层 L413-421 号

电话： 0756-5218166

7.5.5 横琴凯悦酒店游泳池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七色彩虹路 1295 号凯悦酒店 5 楼

7.6 会务会展资源信息
酒店名称

横琴希尔顿
花园酒店

大横琴高级

人才公寓酒店

横琴国际商务
中心南塔8-9
层BEEPLUS

星乐度•
露营小镇

珠海长隆

横琴湾酒店

电话：0756-2991234

7.5.6 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游泳池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与长隆大道交汇处

电话：0756-2998088

7.5.7 东方高尔夫珠海球场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1 号

电话：0756-868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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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凯悦酒店

珠海横琴
乾元酒店

场地类型和大小
宴会厅：277、554㎡，最多
容纳450人

会议室：30至100㎡，最多容
纳80人

会议室：50㎡，可容纳45人
左右

大堂：120、350㎡，最多容
纳100人

会议室：14.75至45.81㎡，
最多容纳30人

参考价格
以554㎡宴会厅为例，全天（8
小时）租金40,000元，半天

姚经理：

务，费用为：全天2500元，半

0756-8126888-6603

24，000；提供投影仪租借服
天1500元。

以50㎡会议室为例，全天租金

3000元，半天租金2200元，含
投影仪、纸、笔、矿泉水等。

15915778966

以1200㎡水晶殿为例，纯会

会议室：80至190㎡，最多容

低消费18万，含瓶装水、薄荷

宴会厅：620至1620㎡，最
多容纳1300人

会议室：30至953㎡，最多容
纳600人

宴会厅：650㎡，可分隔，最
多容纳500人

15812697930

会议室：450至1350元/小时

宴会厅：200至3000㎡，最
纳130人

杨经理：

陈经理：

数不同，价格不同）

室内：1000至30000元

多容纳2600人

13825610643

大堂：2000至6000元/小时（人

室内：可容纳30至400人
户外：人数不限

联系方式

户外：500至5000元

议活动场租12万，宴会活动最
糖、笔和纸、麦克风。

以1620㎡宴会厅为例，8小时场
租160,000元。

以258㎡多功能A厅为例，全

天12,000元，半天8000元，含
LED屏。

0756-6840576

赵经理：

13823000312

刘小姐：

0756-2998079
13416049342

黄经理：

18138686592

张经理：

13016333515

注：以上会议场地价格一团一议，具体价格以场地对接人确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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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教育配套
7.7.1 幼儿园

1. 横琴中心幼儿园（公办）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彩虹路 136 号

电话：0756-2990799

2. 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公办）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政路与子期北道交叉口

电话：18926911132

3. 艾乐儿国际幼儿园（民办）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子期北道与琴政路交叉路口往南约 50 米

电话：0756-8919289

7.7.2 小学

1. 横琴新区第一小学（公办）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富祥湾社区香江路

电话：0756-8842035

2.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公办）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濠江路北

电话：0756-8841885（政策咨询）/0756-6176999

7.7.3 中学

横琴新区第一中学（公办）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石山村 133 号

电话：0756-8842013

7.7.4 十二年一贯制

北大希望之星实验学校（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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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珠海市湾仔银湾路 1689 号

电话：0756-8826666

7.8 医疗资源

7.8.1 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18 号

电话：0756-3313572

7.8.2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乐路 53 号

电话：0756-3325119

7.8.3 珠海市人民医院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 79 号

电话：0756-2222569

7.8.4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柠溪路 543 号

电话：0756-2313124/2313115

7.8.5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南院区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南琴路 3366 号

电话：0756-2310190/2310189

7.8.6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路 52 号

电话：0756-25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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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银行配套

￥

￥

电话：0756-3311289

7.9.1 中国银行横琴分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3-4 号
电话：0756-8302850

￥

7.9.2 中国银行横琴口岸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口岸商业楼一层 1-05 号铺位
电话：0756-8688102

￥

7.9.3 中国银行横琴宝兴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宝兴路 70 号
电话：0756-8842090

￥

7.9.4 中国工商银行横琴分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1 栋
电话：0756-2992116/2992119

￥

7.9.5 中国工商银行琴海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银河街 1 号首层 4-5 号商铺
电话：0756-3328697

￥

7.9.6 中国工商银行长隆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湾酒店大堂商业区 12 号 A/B 商铺
电话：0756-8301304

￥

7.9.7 中国建设银行珠海横琴金融街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12 栋

7.9.8 中国农业银行珠海横琴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2 栋

￥

7.9.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珠海市横琴新区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都会道
电话：0756-8810828

￥

7.9.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横琴分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国际科技创新 1 号楼 412 号、414 号
电话：95528

￥

7.9.11 广发银行珠海横琴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中央汇 A-109 号
电话：0756-8891770

￥

7.9.12 中信银行横琴支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红旗村宝兴路 101 号
电话：95558

￥

7.9.13 中国光大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分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 9 号楼 A 栋
电话：0756-8935525

￥

7.9.14 大西洋银行横琴分行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总部大厦 2 栋 3001 室
电话：0756-8868301

电话：0756-893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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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8

便民服务

8.1 便民信息
项目

地址

电话

政府部门

横琴供电局

横琴新区宝兴路 201 号

横琴派出所

横琴镇红旗村宝中路 1 号

横琴综合服务大厅

横琴新区宝兴路 189 号综合服务中心

横琴供水局

横琴能源公司
横琴公证处
送水
干洗

横琴新区海河街 63 号
横琴新区琴海东路

横琴新区宝兴路 189 号综合服务中心
加林山

生活类

汪之洋

卡柏洗衣
名绅干洗
中通快递

快递

顺丰快递
中国邮政速递

家政保洁
设计打印
网络通讯

中山市杰诚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横琴
可上门提供服务）
博艺图文快印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药店

嘉伦光彩大药房

订花

日氧花舍花店
励骏广场店

搬家

租车

平安搬家

珠海横琴世联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横琴新区海河街 7 号

横琴新区永兴街 10 号

横琴镇彩虹路 151 号 4-4
商铺

横琴新区金融产业服务
基地 10 号楼 1-U 区

关注“中通速递”微信号
快速下单

关注“顺丰速运”微信号
快速下单

95598

0756-2990197
0756-8648110

0756-6358080
0756-8841516
0756-2992143

0756-8841378

0756-8936060

0756-6282388
0756-2216666
15976980521
13823050342

横琴新区宝兴路 189 号
综合服务中心

0756-2990159

/

18933395400

横琴镇天河路 15 号

横琴新区德政街 29 号

横 琴 新 区 银 河 街 12-14
号

横琴新区天河街 9 号 1 楼

横琴新区宝中路 52 号
/

珠海市横琴新区
励骏庞都广场
/

0756-8300097

13923388798

15602860687

13392523211

0756-8842331
0756-2222222

0756-8882320
1561768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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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在线办事 / 讯息
1. 横琴在线（微信公众号）
		

		

		

功能介绍：横琴在线为横琴新区唯一认证官方微信平台，平台内

容包括看·横琴、政务服务、横琴播报等功能。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在线”

2. 横琴政务（微信公众号）
		

功能介绍：横琴政务微信公众号为企业、群众提供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业务咨询、投诉建议、预约办理及热点动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政务”

		

态等服务。

3.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微信公众号）
		

功能介绍：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是为两岸四地青年交流合作、

		

体 + 创业辅导 + 创投资金”的立体孵化模式，以建设“众创空间

		
		
		

		

干事创业、实现梦想而重点打造的孵化平台。通过建立“创业载
（苗圃）- 孵化器 - 加速器 - 产业基地”全链条孵化培育体系为主
线，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公众号

4. 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微信公众号）
		

		

集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人工智能、5G 物联网等新兴产

		

以及澳门产业多元化载体。该公众号重点发布行业资讯、园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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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致力于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聚

业技术，未来将打造成为配套最完善的产业综合体、科创 + 社区
态、项目招商、企业成果等，并作为企业入驻、园区服务、配套
设施等服务信息展示及线上服务接口。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公众号

5. 琴澳青创服务中心（服务咨询号）
		

功能介绍：琴澳青创服务中心是由横琴新区管委会指导，横琴新

		

（澳门）发展有限公司、琴澳青年创业就业协会在澳设立的服务

		
		
		
		

		
		

		

		

区澳门事务局、横琴新区工商局和横琴新区商务局联合大横琴

窗口，方便澳门创业青年在澳门即可完成横琴对澳相关政策，如
企业商事登记、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青年创新创业及跨境办公
等的咨询了解和业务办理。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五：9am-12pm，2:30pm-5pm（星期六、
日及法定节假日休息）

中心地址：澳门南湾大马路 693 号大华大厦 7 楼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添加“琴澳青创服务中心”

6. 横琴英才招聘（微信公众号）
		

功能介绍：珠海市横琴新区英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是横琴新

		

命提供全方位人力资源服务保障的国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横琴

		
		
		

		

区首家专业从事高端人才服务，为实现横琴开发这一国家战略使
英才招聘平台内容包括招聘信息发布、人才政策浏览、各类人才
活动动态资讯等功能。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横琴英才招聘”

6. 一起去横琴（微信公众号）
		
		

功能介绍：了解最潮流的横琴咨询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一起去横琴”公众号

7. 珠海本地宝（微信公众号）
		

功能介绍：珠海本地宝为珠海用户提供精准的便民生活及资讯，

		

资讯等功能。

		

		

平台内容包括办事指南、微信办事、核酸检测、签证办理、珠海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珠海本地宝”

77

8. 物业城市（微信小程序）
		

功能介绍：物业城市是城市治理创新服务一站式综合平台，提供

		

“五个一键”，包括一键上报、一键咨询、一键办事、一键服

		

登录方式：微信扫码关注“物业城市”小程序。

		

务、一键督办等服务。

9. 琴易办（APP）
		

功能介绍：琴易办 APP 是横琴新区统一政务服务 APP，是横琴

		

企服务应用，旨在为横琴登记注册的企业提供精准化、个性化、

		
		
		
		
		

		

新区商务局依托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倾力打造的全区统一移动便
多元化的涉企政务服务。“琴易办”包含首页、我要办事、我的
资讯及我的资料四大核心板块，为企业提供工商电子档案申请、
集中办公地址续期、综合服务中心预约及区各部门办事联系电话
等便企服务。

登录方式：扫码下载“琴易办”APP

10. 珠海横琴新区政府网站（网站）
		

		

		

功能介绍：珠海横琴新区政府网站是横琴新区政府、各单位利用

互联网优势履行职能、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官方网站
登录方式：登录网址 http://www.hengqin.gov.cn

11 横琴企业专属网页（网站）
		

		

部分，是政府为企业搭建的个性化公共服务、事项办理、政策信

		

登录方式：登录网址 http://qy.hengqi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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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横琴企业专属网页是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的重要组成

息服务和关联查询的企业专属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