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祖国 20 年来，澳门不断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进入新时代，澳门更是主动
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中央政府支持
下，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在新时代担当
助力国家全面开放新角色。

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

2019年2月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公布，明确
澳门在大湾区的定位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并提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
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
副局长林媛表示，随着《规划纲要》的出台，
澳门举行了一系列宣讲活动，把《规划纲
要》的意义和内容讲清讲透，提升社会各界
的认识和参与热情。

“参与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带来了难
得的机遇，帮助澳门深化区域合作，拓展
发展空间。澳门坚持提升自身发展与深
化区域合作‘两条腿’走路，探讨研究在邻
近城市设立园区作为澳门新兴产业发展
的‘腹地’，为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奠定
基础。例如，设立在横琴的粤澳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为推动澳门中医药产业发展做
出了有益的尝试。”林媛说。

融入大湾区建设，澳门旅游业合作发
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澳门特区政府旅游
局局长文绮华介绍说：“我们组成了促进
澳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教育培训基
地联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教育培训
基地的构建工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
游联合会于 2017 年 12 月份在珠海成立，
并签订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联合会
协议》，共同努力将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和协助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推
动加强粤澳青少年交流合作，鼓励澳门青
年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到内地创新创
业。为了给在内地发展的澳门青年打造
理想的创业环境，澳门特区政府与广东省
政府扶持了一批粤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首批包括中山澳中致远火炬创新
园、珠海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以及广州粤
澳青创国际产业加速器，扩大各类优惠政
策的宣传、完善各项配套孵化措施。

港珠澳大桥通车，标志着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迎来了新的里程碑。澳门海关助
理关长周见霭表示，2018 年 11 月份，粤、
港、澳三地海关共同签署港珠澳大桥口岸

合作互助备忘录，今年 6 月份，海关总署
与澳门海关也签署了共同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合作安排，共同助力澳门融入大
湾区建设。

“接下来，澳门莲花口岸将搬迁至横琴，
青茂口岸建设工作也正如火如荼。可以预
见，澳门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运输、人员往来
和经贸活动将更为便利。”周见霭说。

做中国与葡语国家纽带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澳门积
极响应，把“一带一路”建设与澳门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发挥区位和专业优势，推动
多个葡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参
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成果丰硕。

2018 年 12 月份，澳门特区政府与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签署《关于支持
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
排》，聚焦金融合作、经贸交流与合作、民心
相通等内容，推动澳门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同时，这也有利于
澳门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自身
竞争力，开拓发展新空间，提升澳门在国家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历史渊源，澳门与横跨四大洲、人

口超过2.6亿的葡语国家有着紧密且广泛
的联系，发挥着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
务平台的作用。2003年10月份，中国与葡
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
澳门成立，这是以经贸促进与发展为主题的
非政府间多边经贸合作机制。

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莫
苑梨告诉记者，论坛在澳门成功举办五届
部长级会议，并已设立“中葡论坛（澳门）
培训中心”“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中葡贸
易人民币结算平台”，全力推进中国与葡
语国家在经贸、金融、基建、旅游、文化等
多方面合作与共同发展。

同时，论坛机制下设三个中心，即“葡

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
展中心”和“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
心”，澳门特区政府持续通过在线和线下
的一系列服务，有序落实建设三个中心，
向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和投资者在开拓
业务合作上提供支持。

多年来，澳门特区政府还通过政策和
资源投放，与澳门本地高等院校携手合
作，做好中葡双语人才培育工作。“特区政
府一直致力于创设条件，通过多元化的方
式，积极推进‘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建
构工作，包括促进院校合作、课程审批、师
资培训、学生培养等方面。”澳门特区政府
高等教育局副局长曾冠雄说。

在新时代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澳门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本报记者 袁 勇

回归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走过了
200 年不平凡历程年不平凡历程，，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经济建设成绩斐然，，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居民生活显著提升居民生活显著提升。。
2020年来年来，，澳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澳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
色的色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成功实践。。在澳门回归在澳门回归
祖国祖国202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
吕开颜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吕开颜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关键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关键
是什么是什么？？吕开颜表示吕开颜表示，，首先是中央政府的首先是中央政府的
大力支持大力支持，，无论是水无论是水、、电电、、副食产品等物副食产品等物
质供应质供应，，还是围绕还是围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和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定位所制定的政策定位所制定的政策，，都为澳门社会经济都为澳门社会经济
民生发展提供了保障民生发展提供了保障；；其次其次，，澳门经济不澳门经济不
断发展断发展，，除了博彩旅游业之外除了博彩旅游业之外，，也大力推也大力推
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最后最后，，澳门政府重澳门政府重
视教育资源投入视教育资源投入，，持续加强品德教育和持续加强品德教育和
爱国教育爱国教育，，为特区和国家培养了大量德为特区和国家培养了大量德
才兼备的人才才兼备的人才。。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从家庭从家庭、、学校到社区学校到社区，，澳澳

门深入而广泛地开展爱国爱澳教育门深入而广泛地开展爱国爱澳教育，，在在
全社会牢固树立国家民族观念全社会牢固树立国家民族观念，，不断巩不断巩
固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固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爱国爱澳爱国爱澳、、
包容共济包容共济、、务实进取的社会氛围成为澳务实进取的社会氛围成为澳
门发展的软实力门发展的软实力。。吕开颜认为这一点非吕开颜认为这一点非
常重要常重要。。

他强调他强调，，澳门向来重视爱国教育澳门向来重视爱国教育，，全全
澳大中小学都升挂国旗澳大中小学都升挂国旗，，制定了制定了《《本地学本地学
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各高校均将宪法各高校均将宪法
和基本法内容纳入通识教育必修课和基本法内容纳入通识教育必修课；；特特
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
合编合编《《品德与公民品德与公民》》教材教材，，目前全澳所有目前全澳所有
学校选用学校选用；；同时开展同时开展““骨干教师培训骨干教师培训”“”“教教
师普通话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师普通话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学校利用学校利用
国庆节国庆节、、回归纪念日回归纪念日、、““五四五四””青年节等重青年节等重
要节日要节日，，开展经常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开展经常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这些措施都增加了青少年对祖国的认知这些措施都增加了青少年对祖国的认知
和归属感和归属感，，从而确保了爱国爱澳的传统从而确保了爱国爱澳的传统
能够薪火相传能够薪火相传。。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过去过去2020年澳门开展的爱年澳门开展的爱
国教育为澳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打国教育为澳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打
下了重要基础下了重要基础。。““澳门实现了澳门实现了 1515 年免费年免费

教育教育，，高中生大学升学率接近高中生大学升学率接近9595%%，，就业人就业人
口中有近四成接受了高等教育口中有近四成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些在这些在2020
年前是很多澳门人想象不到的年前是很多澳门人想象不到的。。””吕开颜介吕开颜介
绍说绍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ECD））倡议倡议
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PISA））22月月33日日
全球同步公布的全球同步公布的““PISAPISA 20182018””研究结果显研究结果显
示示，，在参与在参与““PISAPISA 20182018””的的7979个国家和经个国家和经
济体中济体中，，澳门澳门 1515 岁学生的阅读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数学和科
学素养学素养 33 项都名列第三项都名列第三，，为澳门参加历届为澳门参加历届
PISAPISA测试所获最佳成绩测试所获最佳成绩；；澳门学生澳门学生33个素个素
养均达到养均达到 PISAPISA 基准水平的比例基准水平的比例，，世界排世界排
名第二名第二；；OECDOECD更指出更指出，，澳门是唯一一个教澳门是唯一一个教
育质量持续并快速进步的经济体育质量持续并快速进步的经济体。。这些得这些得
来不易的成绩都与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致力来不易的成绩都与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致力
推动教育改革推动教育改革，，重视教育资源投放有密不重视教育资源投放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可分的关系。。

澳门回归祖国澳门回归祖国2020年年，，最显著的成就之最显著的成就之
一就是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一就是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吕开颜表吕开颜表
示示，，每座城市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每座城市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
定位和发展战略定位和发展战略。。20082008 年和年和 20142014 年澳门年澳门

面临两次经济上的深度面临两次经济上的深度
调整调整，，特区政府都积极特区政府都积极

推出惠民措施来提振信心和激发经济活推出惠民措施来提振信心和激发经济活
力力。。““从最初的固本培元从最初的固本培元，，到后来的经济到后来的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适度多元发展，，澳门不仅维持了经济长澳门不仅维持了经济长
期繁荣稳定期繁荣稳定，，而且围绕而且围绕‘‘国家所需国家所需，，澳门澳门
所长所长’’，，努力抓住努力抓住‘‘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建设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通过深化区域合通过深化区域合
作作，，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促进澳门融入国促进澳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家发展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吕开吕开
颜说颜说。。

20052005 年年““澳门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20122012
年澳门成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年澳门成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
20172017 年澳门获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澳门获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创意城市美食之都””…………20192019 年年 22 月月
份发布的份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又给澳门提出了新目标又给澳门提出了新目标——打造以中华打造以中华
文化为主流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
基地基地。。

澳门该如何发挥优势澳门该如何发挥优势、、持续发力持续发力？？吕吕
开开颜表示颜表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多元
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也是在打造也是在打造
一个提高澳门国际知名度与竞争力的重一个提高澳门国际知名度与竞争力的重
要平台要平台。。澳门应积极推动企业合作和人澳门应积极推动企业合作和人
才流动才流动，，通过加强大湾区内基础设施建通过加强大湾区内基础设施建
设互联互通设互联互通，，用好中央政府给予澳门居用好中央政府给予澳门居
民在内地就业民在内地就业、、创业和生活的便利措施创业和生活的便利措施，，
加大政策利好的宣传力度加大政策利好的宣传力度，，努力推动人努力推动人
流流、、物物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与便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与便捷捷。。

爱国爱澳传统薪火相传
——访澳门理工学院副教授吕开颜

本报记者 廉 丹

澳门特区政府司法
警察局副局长杜淑森表
示，作为处理严重犯罪
的刑事警察机关，司警
局在回归后大力加强预
防和打击犯罪力度。同
时，司警局领导层加强
了警队内部和外部的监
督，决意将司警局打造
成一支廉洁高效、专业
干练的现代执法队伍。

经过长期努力和改进，警队形象、执法效率、警民关系都
与回归前有很大差别。

杜淑森说：“澳门是一个居民关系相当密切的社团
社会，推动警民之间的互信、互动、互助是司警局的重
点工作项目。回归后，司警局成立了社区警务及公共
关系处，统筹社区警务和预防犯罪工作，还成立了接待
及投诉中心、警民关系研究组，努力把回归前被动、单
向的警务模式，革新成为主动、双向，甚至互动的警务
模式，在执法上做到‘以人为本、以民为先’。”

杜淑森表示，司警局非常重视预防犯罪，与民间社
团、居民之间保持密切关系，通过社团，警方预防犯罪
的信息能以点带面地广泛传播，司警局也经常主动到
社区、学校举办讲座，加深居民预防犯罪的意识。司警
局还不断加强青少年预防犯罪工作，在回归初期即成
立了“关注少年组”，推行公民教育，启动了“学校安全
联络网”，与全澳学校合力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

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副局长杜淑森：

推动警民互信互动互助
本报记者 袁 勇

澳门文化产业基金
会代主席朱妙丽表示，
澳门于 2010 年开始推
动文化产业发展，分别
于文化局下设文化创意
产业促进厅、成立文化
产业委员会和文化产业
基金，透过“官产学研”
方式推动文化产业发
展，调动不同职能部门
发挥协同效应，以适度

的倾斜性政策作为引导，集中资源推动产业发展。
据朱妙丽介绍据朱妙丽介绍，，文化产业基金从文化产业基金从 20142014 年开始年开始，，就就

在影视在影视、、出版出版、、创意设计创意设计、、时装时尚等领域建立了综合时装时尚等领域建立了综合
服务平台服务平台，，促进行业孵化工作促进行业孵化工作，，同时提供了同时提供了 55..0606 亿澳亿澳
门元资助门元资助，，支持了创意设计支持了创意设计、、数码媒体数码媒体、、文化展演文化展演、、艺术艺术
收藏等领域的收藏等领域的256256个文创商业项目个文创商业项目。。

为配合澳门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的契机为配合澳门加入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的契机，，文化文化
产业基金还设立了产业基金还设立了““小区文创小区文创””的专项计划的专项计划。。朱妙丽介绍朱妙丽介绍，，
该计划由设计团队与店家合作该计划由设计团队与店家合作，，利用文创元素协助传统利用文创元素协助传统
店家改造店家改造，，增加小区吸引力增加小区吸引力；；并与旅游局合作并与旅游局合作，，以澳门旅以澳门旅
游吉祥物游吉祥物““麦麦麦麦””为载体为载体，，鼓励文创企业开发以文化旅游鼓励文创企业开发以文化旅游
为主题的各类文创项目及体验服务为主题的各类文创项目及体验服务。。同时同时，，基金也与体育基金也与体育
局合作局合作，，以以““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武林群英会武林群英会”“”“澳门国澳门国
际龙舟赛际龙舟赛””等大型活动为主题等大型活动为主题，，推出文创产品推出文创产品。。

““今后今后，，文产基金将继续鼓励年轻人参与文化旅文产基金将继续鼓励年轻人参与文化旅
游游、、小区文创小区文创、、影视和文化展演等方面的开发影视和文化展演等方面的开发，，促进澳促进澳
门文化产业多元发展门文化产业多元发展。。””朱妙丽说朱妙丽说。。

澳门文化产业基金会代主席朱妙丽：

助力文创产业多元发展
本报记者 王 玥

澳门特区政府身份
证明局局长欧阳瑜表
示，在中央政府大力支
持下，澳门特区政府为
特区护照持有人争取更
多的旅游便利。给予澳
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
待遇的国家和地区，从
回归之初仅有 3个持续
增加至现在的 144 个。
澳门居民享有的出行便

利，自回归以来大幅提升，大大增加了澳门居民对国家
及澳门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欧阳瑜表示，自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
澳门特区政府得以尽力向在外地遇到困难的澳门居民
提供紧急协助，让澳门居民可以安心出国，平安回家。

澳门回归后，身份证明局与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保持紧密合作，对
在外遗失证件的澳门居民，中国驻外使领馆在身份证
明局核实当事人身份后发出一次性旅行证件，让市民
安全顺利回澳。自2002年起，身份证明局与治安警察
局合作设立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在外旅行的澳门
居民提供所需援助信息及协助。2014年，特区政府海
外求助机制与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
心热线对接，让澳门居民的海外求助得到更迅速地跟
进和处理。

澳门特区政府身份证明局局长欧阳瑜：

居民出行便利度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袁 勇

澳门知名景点大三巴附近的青

年男女雕塑。 （澳门旅游局供图）

澳门国际龙舟赛吸引多国选手参与。 （澳门旅游局供图）

“2019 澳门国际幻彩大

巡游”举行。 （新华社发）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往来人员越来越

多。图为乘客自助购票 袁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