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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览

公司组织架构图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 下称本公司 ) 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正式投入运作，是负责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开发建

设的执行实体。

1.1 年度工作回顾

本公司致力兴建集居住、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民生小区──横琴「澳门新街坊」，2021 年完成

项目的桩基础及学校地段的地质改良工序。建设过程中，先

后组织澳门的建筑业界、大专院校建筑工程系师生和社会团

体实地考察项目的装配式技术及地质改良工序，透过交流传

承工艺。

1.2 组织架构

本公司管理层由跨领域专业人士组成，共同推进企业可持续发

展和企业团队文化，监管及优化营运管理模式，全力推进横琴

「澳门新街坊」项目的工程建设。

1.3 人力资源

回顾过去一年，本公司人力资源建设重点规划各部门的功能运作和加

强人员的职务责任，有效提升其工作表现和效益；同时，透过灵活合

理调配人力，激发人员学习动力，培育人才发挥所长，并构建持续发

展目标，同心协力推进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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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在 2021 年，公司股

东共作出 2 次书面股东决定，召开 12 次董事会会议及 5 次监事

会会议。

■ 股东决定

2021 年先后审议以下主要事项 :

① 审议批准通过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董

事会及监事会报告；

② 审议批准通过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由核数师事务所已审核的财务报表、有关账目及相关事宜；

③ 审议延迟实缴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

修改《公司章程》。

2021 年度公司工作情况统计

项目 次數

股东决定 2

董事会会议 12

监事会会议 5

总次数 19

■ 董事会会议

2021 年先后审议以下主要事项 :

① 审议 2020 年度董事会报告书、2020 年度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已审财务报表；

② 审议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 ;

③ 审议「澳门新街坊」项目工程判给事项，包括临时供电设计及建造

工程、桩基及基坑支护工程第三方检测服务、人防地下室防护设备供

应及安装工程、白蚁防治工程、「澳门新街坊」项目 ( 标段一及标段二 )

精装修及其配套专业分包工程。

■ 监事会会议

2021 年先后审议以下主要事项 :

① 审议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账

目、董事会报告书；

② 通过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监事会报告书；

③ 阅悉 2021 年度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及董

事会会议记录；

④ 审阅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每季度的损益

表、资产负债表及有关依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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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展

2021 年元旦，「澳门新街坊」项目工程全面啟動。本公司在

粵澳兩地政府的支持和關懷下，配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着力推进工程建设进度，为澳门居民在大湾区学习、就业、

创业、生活提供便利条件，打造优质生活圈，助力澳门居民融

入大湾区。
「澳门新街坊」项目工程如火如荼

桩基础建设已完成

3.1 完成桩基础建设

「澳门新街坊」项目总承包工程年

初正式动工，建成后可提供约 4,000

个住宅单位及 200 多个人才房，项

目内设有学校、卫生站、长者服务中

心、家庭社区服务中心等配套。另设

超 过 5,000 平 方 米 商 业 面 积。2021

年，完成两标段共 3,103 根钻孔灌注

桩的建设，紧接开展基坑开挖、地下

室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正全面按工程

计划推进。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中）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左二），及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右二）、时任广东省委副

书记、省长马兴瑞（右一）陪同下来到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考察。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林金城（左一）讲解。（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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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完成地质改良工序

考虑到横琴地质普遍存在较厚的淤泥层，项目内的学校用地在

桩基工程施工前，已完成需时 90 天的地质改良处理，以加快

土壤固结，有效减少地面的不均匀沉降，提高地基及开挖的安

全性及稳定性。

1 2

3 4 5

兴建学校的地块已完成地质改良工序

 小学效果图 幼儿园效果图

* 上述效果图仅供参考

3.3 预制工艺教育培训

「澳门新街坊」项目内的塔楼部份将采用预制件建造，包括预制凸

窗、预制楼梯、预制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 (ALC) 间墙。其中，预制

凸窗采用工厂预装铝窗框方式生产，窗框设计直接嵌入混凝土墙体，

形成硬性防水效果。窗台板向街的外墙设计亦设有坡水和滴水线。

本公司先后组织澳门建造商会、澳门建筑机械工程商会、澳门建

筑置业商会、澳门建筑师

协 会、 澳 门 工 程 顾 问 商

会、澳门工程师学会、澳

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街坊联合总会及澳门

工会联合总会的代表到项

目实地考察，并由专业人

员现场讲解项目的规划设

计、预制件装配式操作、

地质改良技术及实践个案

等，为澳门建筑项目拟预

制件装配式发展的趋势作

好准备。

教学团一行实地考察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规划

公司代表简介预制件装配式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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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动出席总人数约 210 名，并已获得澳门建筑、工程及

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在都市建筑及城市规划范畴的持续进修

活动认可批准。

3.4 深圳实地考察及启示

本公司管理层一行 2021 年上半年到深圳长圳公共住房及其附

属工程项目实地考察。该项目是目前中国在建规模最大的装配

式公共住房项目，主体工程采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预制楼

板、墙体等，装配率可高达 94%，且先行先试，首次采用装配

式装修。

有关项目在深圳市政府收集到的项目经验（如渗水、漏水、隔

音、项目与周边配套的无障碍出行情况、设备与立面观感及运

输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及优化。

澳门大型建筑项目拟采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 为大方向。横

琴「澳门新街坊」项目将以预制件方式兴建，并会在建造期

间邀请澳门建筑业界及职工视察，展示预制件工序及细节。

深圳长圳项目的承包模式、设计方法、各装配式构件的采用，

对本公司人员及本澳工程起着启示作用，具一定参考价值。

实地考察长圳建筑项目

预制件工序解说

深入了解长圳公共房屋规划设计

预制构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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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经由独立核数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广州分所」审核。核数师认为本公司的

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真实和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截至该日止年度的经营

结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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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尊敬的股東 :

本报告期内，监事会全体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

诚信原则，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向股东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提交《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請审议。

一、	 监事会工作情况

监事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

真履行监督职责。监事会通过列席公司董事会，听取公司经营决策、投资方案，了解公司财

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对公司董事的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对企业的规范运作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21 年度，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5 次会议，审议主要事项：

( 一 ) 审议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账目、董事会报告书；

( 二 ) 通过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监事会报告书；

( 三 ) 阅悉 2021 年度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及董事会会议记录；

( 四 ) 审阅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每季度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及有关依

据文件。

二、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度有关事项的监督意见

( 一 )  公司依法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为着发展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公司依法正常经营，规范管理、经营决策程

序合法。

( 二 ) 公司财务状况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广州分所出具独立审计报告，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真实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

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并按照 < 企业

会计准则 > 编制。

监事会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查看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认为公司报表完整，账目清晰，

完整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 三 ) 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的董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行使职权，能够按照股东提出的

工作目标开展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各部门完成了董事会所制定的经济责任指标，监事会一

致认为，2021 年公司全体董事恪尽职守、谨慎、勤勉、认真地履行其专业职责，为董事会

的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三、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度情况的综合意见

监事会成员密切关注公司经营运作情况，多次与董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保持紧密联系，对公

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审议的报告内容，监事会没有任何异议。监事会依法监督公司的管理及运

作，认为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股东决定。

经分析提交予监事的文件及作出恰当审查后，监事会证实该等文件均清晰反映公司的财产、

经济及财务状况。

为此，本监事会建议股东通过董事会所呈交之 2021 年度董事会报告及 2021 年的财务报表。

四、监事会 2022 年度工作计划

2022 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忠实勤勉履行监督职责，促进公司有序、健康的发展。

林笑云女士

监事会主席

张乐田先生

监事

黄浩彪先生

职工监事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续）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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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 61548415_G01 号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负债表，2021 年度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

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我们独立于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

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

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

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

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

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

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

是重大的。

本分所已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所授权执行业务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

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

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

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

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

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

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

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 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包括披露）、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

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 61548415_G01 号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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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 61548415_G01 号
珠海横琴澳门新街坊发展有限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中国		广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温博远

中国注册会计师：沈婷婷

2022 年 3月 18 日

本分所已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所授权执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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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是粤澳两地政府合作的重大民生工程，

项目正全面按工程计划推进。2021 年已完成桩基础建设。有

关地下室工程、主体建造工程、精装修工程、道路及绿化设施

等建设正陆续开展。

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兴建 27 栋住宅

* 上述效果图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