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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巡迴圖片展 

 

 
(中新社圖片) 

 

序言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連接中國與亞歐各國，是促進沿線國家繁榮發展、東

西方文明交流合作的重要紐帶，也是人類共有的歷史文化遺產。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順應

地區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需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而提

出的重大倡議和構想。 

 

澳門將根據“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定位，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

建設，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區位優勢與歸僑僑眷人脈優勢，着力建設

長效合作機制，將“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建設和“一帶一路”建設有機地緊密

連接；攜手內地省市，尤其是廣東及福建兩省，協同發展；繼續加強與鄰近地區、

東南亞和葡語系國家等交流和合作，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推進與“一帶一

路”國家地區的“五通”合作，共同發展。 

 

特區政府以政策引領、資源配合、推動市場運作，統籌協調推進，架設好聯

通“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的舞台，重點做好“一帶一路”工作的頂層設計，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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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五年發展規劃、落實中央惠澳政策等工作系統地結合起來，鼓勵和帶動澳門社

會各界，尤其是年青人、專業人士和中小企積極參與，發揮創造力，把握機遇，

在這個舞台上大展身手。透過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澳門進一步

密切與國家的聯繫，融入國家發展機遇，提升自身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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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帶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一帶一路”建設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

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為指引。 

 

圖片 圖說 

 

(中新社圖片) 

“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貫穿

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另一頭是發

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

大。 

 

 

(中新社圖片) 

“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

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

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中新社圖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

口過南海至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

南海到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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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門角色 

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央政府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加強東中西

互動合作，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將全國分為西北、東北地區，西南地區，

沿海和港澳台地區，以及內陸地區等主要區域，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各

區域按其獨特的優勢作用、產業結構以及資源分佈，規劃其開放定位以及合作重

點。 

 

 

圖片 圖說 

 

澳門地處珠江出海口，是我國兩個國際貿易自由港之

一，需深化與區內省市的合作，發揮協同效應。 

 

 

(中新社圖片) 

位於東南沿海的福建，是溝通中外航運和海上交流的

要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亦是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 

 

(中新社圖片)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發源地的廣東，處於“一

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也是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經貿合作量最大、人文交流最密切的省份。 

 

 

(中新社圖片) 

亞洲國際都會香港，和澳門同樣與海外僑胞有着緊密

聯繫，可藉歸僑僑眷優勢加強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

家的經貿及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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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圖片) 

澳門攜手廣東主要城市及香港，合力打造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亦加強與福建的各方合作，優勢互補，合

力發展。港珠澳大橋全長 55 公里，是粵港澳大灣區重

要建設之一。 

(一) 國家所需 澳門所長 

澳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一方面是配合國家需要；另一方面，也

提供了新契機，促使特區強化自身優勢，進一步拓展對外合作及加快經濟適度多

元發展。 

 

圖片 圖說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讓澳門有

充分的制度彈性與海外地區開展商貿交往，並和內地

省份進行各類型互補合作，以自身獨有優勢，有效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 

 

“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優勢 

澳門正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以及“中國與葡語

國家商貿合作平台”，有利開拓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沿線國家的多元旅遊及這些國家與葡語系國家的商貿

往來。 

 

歸僑僑眷人脈優勢 

澳門有來自逾 60 國的歸僑僑眷，他們從事各行各業，

熟悉中外語言及文化，具有廣泛的社會網絡及人脈，

他們大多長期參與愛國愛澳事業，配合特區發展策略。 

 

社會包容和諧優勢 

不同國籍、種族、信仰、文化背景的人士都能在澳門

和平友好共處，與絲路的精神高度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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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引導 社會參與 

圖片 圖說 

 

為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特區政府於 2017

年 3 月成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由行政長

官領導，成員包括五位司長及相關部門，統籌短中長

期總體設計。委員會於 5 月召開首次全體會議，會上

行政長官指出做好今年工作須注重三方面：加強社會

對“一帶一路”的正確認識； 注重“一帶一路”工作

的統籌協調，系統地把澳門五年發展規劃、“一中心

一平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等與之結合；

完善“一帶一路”工作的支撐體系，處理好中央與澳

門、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關係，強化共

商、共建、共享的氛圍。 

 

 

行政長官崔世安於 2017 年 3 月會見澳門歸僑總會代

表，討論攜手僑界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工

作部署。 

 

行政長官崔世安於 2017 年 4 月與思路智庫負責人會

面，就澳門特區參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促進特區長遠發展交換意見。 

 

特區政府舉辦專題演講會，邀請學者專家向政府各級

領導講解國家的政策及發展，研究如何結合澳門自身

的優勢，融入國家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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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擴大“一程多站”旅遊合作的地域範圍，積

極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旅遊推廣聯盟”成員共同開

發新旅遊產品，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加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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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大領域 分步推進 

特區政府在 2016 年 9 月發佈的特區首份《五年發展規劃》中，確定了與國

家“十三五”規劃對接的發展戰略，把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放在重要的位

置。 

 

在具體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上，特區政府根據“國家所需，澳

門所長”的原則，在五大領域透過政策引領、資源配合，用好用足國家支持澳門

發展的各項政策。 

 (一) 發揮區位優勢 推動經貿交流 

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積極發展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

這些優勢能與“一帶一路”有機結合，並憑藉澳門有眾多歸僑僑眷、與葡語國家

及東南亞等地有着緊密聯繫的優勢，爭取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疊加效

應。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圖片 圖說 

 

基於歷史淵源，澳門與擁有 2.6 億人口的葡語國家有

着廣泛的經貿聯繫。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門自 2003

年先後舉辦了五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

部長級會議，透過澳門平台角色，加強中國與分佈在

四大洲的八個葡語國家的經貿交流與合作。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員包括：安哥拉、巴

西、佛得角、中國、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葡萄牙、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及東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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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 “葡語國家食品集

散中心”及“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向內地、葡

語國家和澳門企業提供更多商機，企業可利用線上線

下模式，取得產品及商業配對資訊。 

 

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 2017 年 6 月落戶澳門，有助澳

門企業更便捷地諮詢及爭取項目融資，與中國內地企

業聯手拓展葡語國家市場，助力葡語國家參與“一帶

一路”倡議。圖為相關推介會，吸引超過 250 名本地

商會及企業代表參與。 

 

特區政府組織葡語國家企業與內地及“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企業的經貿交流活動，推動“一帶一路”參與

國家或地區企業之間的緊密聯繫和合作。 

圖為 2017年 3月特區政府組織泛珠省區代表考察巴西

及葡萄牙，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雙向合作與交流。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圖片 圖說 

 

澳門將加快“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特區政府正

制訂《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提出四項規劃目

標：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管理、發展多元化旅遊產品、

開拓優質客源市場及提高旅遊質量。 

 

完善自身的旅遊配套設施，繼續保護和開發旅遊資

源，包括世遺歷史城區、粵港澳“一程多站”旅遊精

品路線，將澳門加快構建成為優質的文化旅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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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澳門自身旅遊素質，推動博彩企業大力增加在非

博彩元素方面的投入，有利澳門拓展“一帶一路”國

家客源，吸引更多國際旅客。 

 

特區政府將推動業界加強開發豐富“一帶一路”旅遊

產品；開展“一帶一路”中的旅遊合作；統籌考慮攜

手推進廣東、福建、香港等地區的旅遊便利化，開發

多元化旅遊產品。 

 

旅遊局於 2017年 4月在馬來西亞舉辦“感受澳門－馬

來西亞＂大型旅遊推廣活動，結合旅遊、文化、體育

及美食等精彩元素，向當地市民、旅遊業界及媒體作

“體驗式＂推廣；更聯同廣東、廣西、福建的旅遊部

門舉行“一程多站”旅遊推廣活動。 

 

 會展業 

圖片 圖說 

 

在國家支持下，政府積極打造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會

展品牌，包括進一步鞏固“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

壇及展覽”，促進內地與歐盟國家經貿科技交流合

作；推動“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成為

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台；支持世界華

商高峰會在澳門舉辦，發揮華商在“一帶一路”建設

中的聯繫和人脈優勢。  

 

(共用上述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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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藥產業 

 

會展業發展以“會議為先”作為方向，加快培育會展

業的產業鏈，吸引不同類型高質素的國際會議落戶澳

門，爭取參與國際會議投標，吸引更多優質的高端消

費商務旅客，帶動本地更多行業和中小企業的綜合發

展。 

 

 

(共用上述圖說) 

圖片 圖說 

 

澳門具有國際窗口的優勢，可為中醫藥國際化發揮積

極作用，亦具應用傳統中醫藥的基礎，中醫藥已融入

居民的生活中，並形成了中醫藥保健與飲食融合為一

體的養生飲食文化。 

 

 

國家對澳門發展中醫藥業給予大力的支持，協助澳門

進行中醫藥的研究和應用，建立橫琴中醫藥產業園。 

 

澳門將與內地合作加強中醫藥科研、人才培養和成果

轉化，促進優質藥品產品通過澳門，走向葡語國家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並推動建設世界衛生

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作為橋樑推動傳統中醫藥在

全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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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化區域合作 發揮協同效應 

特區政府有序拓展區域合作佈局，持續加強與內地三個經濟圈的合作，包括

在珠三角經濟圈持續深化泛珠“9+2”區域合作，進一步落實《粵澳合作框架協

議》；在長三角經濟圈與江蘇省展開籌建澳蘇合作園區；與北京及天津深化合作，

參與環渤海（京津冀）經濟圈建設，延展特區政府多方區域合作及多元經濟發展

的格局。 

 

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面，澳門已開展與廣東、福建兩兄弟省就貿易投

資、人文交流等多方面雙邊及多邊的合作，並攜手擴展與東南亞國家及葡語國家

的交流。 

 與廣東合作 

圖片 圖說 

 

 

在貿易投資方面，澳門發揮作為“中葡平台”的作

用，促進廣東與“一帶一路”國家的交流；積極拓展

與廣東自貿試驗區各個片區的務實合作，推動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在澳門重大會展活動中加入更多“一帶

一路”中的廣東元素；結合廣東建設中醫藥強省的目

標，共同發展中醫藥產業。 

 

 

(中新社圖片) 

人文交流方面，澳門將不斷豐富“一帶一路”旅遊元

素，與廣東共同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開拓

國際市場；促進兩地青少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

相關交流互動。 

圖為廣州市地標廣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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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福建合作 

圖片 圖說 

 

在貿易投資方面，澳門將致力促進福建各界與葡語

系、東南亞等“一帶一路”國家合作；與福建攜手促

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環保產業合作；在澳門重大會展活

動中增加更多“一帶一路”中的福建元素；聯手推動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醫藥合作。 

 

 

(中新社圖片) 

人文交流方面，發揮閩澳兩地旅遊資源的優勢，加快

開拓“一帶一路”國際市場；憑藉兩地民心相通的優

勢，推進青少年、歸僑僑眷和“媽祖文化”的交流互

動。 

圖為廈門市演武大橋海上觀景台 

(三) 圍繞金融服務 拓寬合作領域 

李克強總理 2016 年訪澳期間宣佈了 19 項惠澳措施，其中包括支持澳門建設

葡語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及在澳門設立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澳門將積極發

展特色金融，部署培育融資租賃業的工作，進一步擴大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合

作，並配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建投資的需求。 

 特色金融 

圖片 圖說 

 

(中新社圖片) 

澳門將拓展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人民幣業務往來和清算

服務，推動與內地金融機構合作，共同為“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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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持續接觸國際上具融資租賃經驗的業界，結

合澳門融資成本及稅率較低的優勢，推動在澳門發展

融資租賃業。 

 

(中新社圖片) 

特區政府將爭取以適當方式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絲路基金等投融資財資平台活動。 

由中國倡議、57 國共同籌建的亞投行於 2015 年成立，

滿足亞洲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要。 

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

發、產業及金融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 

 

(中新社圖片) 

(共用上述圖說) 

 

 

(四) 發揮專業優勢 輸出高端服務 

澳門奉行自由港政策及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投資營商手續相當簡便，備有眾

多經驗豐富的會計、設計、法律、翻譯、諮詢及其他專業配套服務，澳門可積極

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合作發展所需的各項專業服務。 

 

 專業配套服務 

圖片 圖說 

 

澳門律師公會每年舉辦實習律師課程，協助培訓專業

人才。 

澳門會計專業聯會定期開展會計專業人才培訓，配合

政府相關部門做好商業法律法規的檢討及諮詢工作，

保持粵港澳三地會計專業人員的溝通聯絡，拓展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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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聚焦人文交流 促進民心相通 

發揮澳門歸僑僑眷眾多優勢，加強與沿線國家交流和文化互動，打造文化交

流平台。 

 歸僑優勢 

圖片 圖說 

 

澳門的歸僑來自五大洲 60 多個國家，約佔全澳人口一

成。歸僑團體經常舉辦各式各樣的節慶和文娛活動，

是澳門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專業服務。 

 

澳門多所大專院校均有提供藝術和設計方面的學士學

位課程，培育出不少本地專才。 

 

澳門以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發展目標，積極

培訓旅遊、酒店管理等相關服務業人才，旅遊學院更

是全球首間獲得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旅遊教育素質

認證”的教育機構。 

 

(共用以上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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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歸僑僑眷眾多，可以多種形式加強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作。重點發揮澳門各界在東南

亞等地的人脈網絡優勢，協助澳門及內地業界開拓市

場。 

 

通過歸僑僑眷在僑居地推動中華文化特色的活動，使

不同國家及地區的人更了解中華文化，加強僑居地文

化與中華文化的交流。 

 

 

特區政府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全國僑聯以及澳門歸

僑總會，保持緊密合作，在“一帶一路”建設上，推

動增強“民心相通”的合作交流項目，其中包括支持

民間社團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訪問，有序

開展務實合作。 

 

 

圖為行政長官崔世安於 2017年 3月與國務院僑務辦公

室主任裘援平會面 

 

 文化遺產保育 

圖片 圖說 

 

特區政府一直着力保護澳門歷史城區，持續開展文化

遺產的普查工作。澳門將發揮文化遺產保育的經驗，

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交流分享。 

文物修復師不斷透過保養和修繕屹立百年的世遺建

築，延續澳門世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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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醫生”對牆體空鼓部份灌注相融灰漿加固 

 

 青年交流 

圖片 圖說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本澳與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青年在創業創新方面的互動交流，包括加快建設

南沙粵港澳青年創新工作及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

推動建設“中國——葡語國家青年創新創業中心”，

鼓勵澳門青年開拓新的發展機會，實踐創業理想。 

 

 

澳門將設立“一帶一路”專項奬學金，藉此吸引沿線

國家學生來澳，鼓勵澳門學生赴相關沿線國家、葡語

系國家及東南亞國家學習，促進青年文化交流，為未

來發展培育人才。 

 

 締結友好城市 

  

圖片 圖說 

 

特區政府計劃與“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建立友好城市

關係，開展地區、居民及文化各方面的交流。 

圖為 2016 年周邊國家“市長參訪計劃”代表團在大

三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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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參與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澳門參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特區政府以政

策引導，推動市場運作，社會上不同界別、不同行業和不同群體的成員，把握機

遇，積極參與，融入國家發展，提升自身水平，齊享共贏成果。 

 

 商貿 

圖片 圖說 

 

 

 

 

 促進閩粵港澳製造業及服務業結合，擴展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合作 

 善用中葡商貿合作的“三個中心”，推廣葡語國

家產品 

 打造一批著名會展品牌 

 加快發展澳門電子商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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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 

圖片 圖說 

 

 

 

 

 發展融資租賃業 

 拓展與葡語國家的人民幣清算服務 

 業界可多利用中葡發展基金，開拓葡語國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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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 

圖片 圖說 

 

 

 

 

 進一步拓展國際客源和旅遊合作 

 增加“一帶一路”旅遊產品 

 開發澳門海域資源，推出海上旅遊 

 粵港澳“一程多站”旅遊精品路線 

 粵澳遊艇自由行 

 建設優質旅遊城市 

 粵閩澳旅遊便利化 

 

 

 交通 

圖片 圖說 



                                    21    /澳門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巡迴圖片展 

 

 

 

 

 

 完善基礎設施 

 完善內外交通運輸網絡，方便出行 

 

 

 

 就業 

圖片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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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產業 

 會計、設計、法律、翻譯、諮詢等專業服務 

 會議展覽業 

 中醫藥科研、質檢 

 旅遊、酒店、餐飲業 

 

 

 求學 

圖片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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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擴大與沿線國家學生交換計劃 

 更多新的發展機會，共享內地發展紅利 

 多元培養人才 

 

 

 

 人文交往 

圖片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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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擴大與沿線國家學生交換計劃 

 更多新的發展機會，共享內地發展紅利 

 多元培養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