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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纪念日。15年来，澳门同祖国内地的经济交流全方位扩展，同时在中葡商贸合作过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开放与合作为澳门带来巨大活力，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人们
看到了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崭新风貌。从回归前世人眼中的“博彩之都”，到现在知名的旅游休闲城市，正在变身中的澳门让
世界惊叹。在这15年时间里，澳门这个小城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感受澳门的美丽与蜕变！ ——编者

成功的“范本”
——澳门回归15周年纪实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

看澳门15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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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闸口岸变迁
看澳门回归15年巨变

关闸口岸是澳门的北门，也是一座历
史悠久的口岸，现仍矗立于澳门关闸广场
的“关闸拱门”就是古关闸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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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各口岸通关总量
关闸口岸通关量

回归带给澳门的不仅仅是喜悦和自豪，更有“一
国两制”这把开启未来荣景的金钥匙。

15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对于回归
后的澳门，却是书写沧海变桑田的浓重一笔：本地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16％，财政收入增长超过９倍，失
业率逐年下降至1.7％，居民人均月薪提涨超过１万
澳门元……

“能够在３０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实现如此惊人
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崔世安说。
15年来，澳门同胞深切感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

关怀。从保障民生物资供给，到帮助特区应对非典
疫情、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ＣＥＰＡ）及其补充协议
的实施，到“十二五”规划将港澳发展单独成章，提出
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一项项“力挺澳门”的举措温
暖人心，更鼓舞信心。

15年来，二次分配使广大澳门居民切实共享特
区发展成果。1999年至2013年间，澳门的社会保
障支出增长超过13倍，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体系也
日益健全。

15年过去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造性实
践使这颗“南海宝石”愈加闪亮。诚如国务院港澳办
原主任鲁平所说，澳门回归以来，经济繁荣、社会稳
定，是“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范本”，说明“一国两
制”的政策是正确的。

15年惊人的跨越式发展

背靠祖国活力绽放
澳门回归15周年前夕，国务院批准珠澳口岸实

行新的通关安排。12月18日起，拱北口岸通关时
间早晩各延长1小时，莲花横琴口岸24小时通关，
珠澳跨境工业区口岸零时至7时对内地劳务人员、
学生和澳门居民开放。

对澳门这样的城市而言，由口岸通关量就可见
其经济发展的大体情况。回归后，尤其是国家开放
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后，澳门各口岸通关总量
持续增长，2007年首次突破全年1亿人次大关。

15年来，澳门旅游、会展、餐饮、酒店、交通及零
售业欣欣向荣。1999年访澳旅客不足800万人次，

2013年创下2932万人次的历史新高，全年旅客总
消费高达595亿澳门元。

这仅是回归后澳门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澳门
妇女联合总会会长贺定一则说，回归前，澳门连续4
年经济负增长，澳门人对回归后的发展充满期待，但
做梦也没想到现实的荣景远超预期。

2006年起，符合CEPA原产地标准的澳门产品
进入内地全部实施零关税。截至2014年6月底，澳
门CEPA受惠商品货值达5.3亿澳门元，关税优惠
4316万澳门元。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澳门在
40多个领域采取了383项开放措施。

深化粤澳合作已成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的重要支撑。2009年，国务院批复实施《横琴总体
发展规划》，提出把与澳门一水之隔的横琴建设成为

“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如
今，横琴新区开发如火如荼，注册登记澳资企业已达
213家，投资总额达1842亿澳门元；横琴粤澳合作产
业园5平方公里用地已达成协议，特区政府推荐33
个项目进驻，已签约和供地17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560亿元人民币。

“国家好，澳门就好”，已成为澳门社会的流行
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
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
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
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
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如是说。

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项
史无前例的创举，开启了澳门结
束屈辱的殖民历史、大步回归祖
国怀抱的历程。1999年12月20
日，澳门终于回家了！

15年过去，这座中国南方小
城如重获新生般焕发生机，“一国
两制”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抽枝，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昔日
澳门荷影稀疏，如今正在成为名
副其实的“莲花宝地”，一派繁荣、
进步、和谐的景象展现于世。

“根本就在于‘一国两制’方
针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强大生命
力。”澳门特区现任行政长官崔世
安说，澳门回归近15年来，得益于
中央政府和内地的支持、基本法的
保障、广大市民的团结耕耘，“一国
两制”的实践不断向前推进。

15个热词

作为世界上综合难度最大的大桥之一，港珠
澳大桥的建设一直备受瞩目。在澳门回归15周
年前夕，记者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现场了解到，建
设各项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主体工程承包
人的合同额已经完成了75％，建设方正朝2016
年底前通车的既定目标努力。图为港珠澳大桥效
果图。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 摄

渔
船
停
泊
在
澳
门
内
港
。
新
华
社
发

澳
门
新
貌
（
合
成
全
景
照
片
）
。

新
华
社
发

19
9
9

年

2
0
0
0

年

2
0
0
1

年

2
0
0
7

年

2
0
13

年

制
图/

张
昕

港珠澳大桥工程
建设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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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居民福利多
发钱，继续发钱。不久前澳门

行政长官崔世安在公布明年财政
预算时宣布，持续了7年的“现金
红利”将继续分发给澳门市民，其
中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
非永久性居民每人 5400 元。看
完这串诱人的数字，小伙伴们先
别不淡定。要知道，回归十五年
来，澳门特区政府在民生保障上
下了不少功夫，澳门居民的福利
远不止如此。

回归15年来，澳门经济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居民收入也跟着蹭蹭
地往上涨。1999-2013年，人均月
工作收入中位数从 4920 元增至
12000元，居民存款从842.8亿元
上升至4324.3亿元，增长4倍多。
另一组数据显示，2002-2012 年
间，澳门GDP增长5倍，人均GDP
增长3.7倍，居民收入基本实现与
GDP齐飞。同时，衡量居民收入
分布的基尼系数由1998年的0.43
下降到2012年的0.35，居民收入
差距，也逐步缩小到了相对合理的
水平。

收入增长的同时，社会保障
也逐渐完善。澳门的社会保障制
度始于1989年设立的“社会保障
基金”。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加
大了对民生保障的投入，并在
2008年提出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
的构想。这个听起来就饱腹感十
足的“双层”，是指第一层的社会
保障制度及第二层的中央公积金
制度。从下面的这张图就能看
出，澳门人在享有各种保障的同
时，每年也能从政府的收入中得
到分红。

目前，社会保障已经能覆盖全
澳市民，澳门人再也不用担心退休
后的基本保障了。并且，这个制度
还在不断“加料”中。澳门特区政
府从2013年开始向社会保障基金
额外注资，分四年共注资 370 亿
元，并将每年从博彩经营毛收入
3%款项中拨入社会保障基金的比
率由60%增至75%。居民的养老
金也由每月 1150 元数度调升至
3180元。

除了社保和公积金，澳门的福
利还有另一个大招：直接发钱。从
2008年开始，澳门政府的“现金分
享计划”已进行了7年。澳门人正
在用实实在在的荷包，感受着政府

“藏富于民”的政策。现在，永久性
居民每人已能拿到9000元，非永
久性居民每人5400元。

那么，过去一年中，澳门人到
底拿到了多少福利呢？以老人为
例，一年就可以拿到敬老金7000
元，13个月养老金39000元，现金
分享 9000 元，个人公积金 7000
元，外加医疗券600元，总共62600
元澳门币。

澳门的民生福利还不仅于
此。教育方面，澳门从2007年起
实行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十五年
免费教育，比回归前延长了6年，再
配合完善的教育体系，学有所教基
本实现。最受关注的住房方面，特
区政府提出了“社屋为主、经屋为
辅”的公共房屋发展方针，优先照
顾弱势及核心家团。到去年年底，
建成的公屋已达45573个，在建和
规划中的公屋也有12805个。

(来源：澳门特区政府网站)

1 }爱国爱澳
“爱国爱澳”是澳门同胞的光荣传统，也是澳

门回归15年来发展变化的社会原因。2006年，澳
门特区政府修订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

“爱国爱澳”、培养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确定为
教育总目标。去年6月，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
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爱国爱澳”“一国两
制”“尊老、爱幼、感恩”，居于澳门社会核心价值观
的前三位。“爱国爱澳”理念已深入人心。

2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自澳门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来，特

区着重推动建设优质旅游城市，提高旅游产品与
服务素质，去年澳门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

3 }中葡经贸合作服务平台
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提出将澳门打造成三

大商贸服务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服务平台”
便是其中之一。近十余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贸
易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贸易额刚过100亿美
元，到2013年的逾1300亿美元。澳门在促进中国
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 }个人游
2003年7月，内地多个城市陆续实施居民赴澳

门“个人游”。“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个人游”实施
十年，内地居民赴澳个人游城市已经由最初的4个
发展到49个，涉及22个省区市，覆盖了3亿多人
口，为澳门带来了192亿美元的直接收入。

5 }适度多元
为解决澳门应对博彩业一业独大、资源约束

和承载力等问题，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大力推
动非博彩旅游、会展、文创、中医药等新兴产业的
发展，培育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坚定不移
地走适度多元发展道路。

6 }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工

程。2009年12月15日，珠澳口岸人工岛开建，
标志着港珠澳大桥正式动工。工程完成后，从香
港到珠海的车程只需半小时，粤港澳三地将紧密
连接在一起。

7 }世界遗产
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澳门历
史城区”包括中国最古老的教堂遗址和修道院、
最古老的基督教坟场、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筑
群、第一座西式剧院等。城区见证了澳门400多
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
历史，其中大部分建筑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
至今仍保持着原有的功能。

8 }露天博物馆
“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遗产后，这个城市

13％的土地面积成为了遗产保护区。此后，澳门
市民和特区政府严守着“保护”底线，原汁原味地
保住了老澳门的历史风貌。特区政府几年前公

布了“露天博物馆”计划，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
护，使小城澳门街街有文化，处处有学问；同时，
活化遗产，将其变脸为博物馆，敞开大门最大限
度满足市民和游客的文化需求。2013年澳门14
家公营博物馆的总参观人数比上年上升15％。

9 }15年义务教育
澳门是世界上少数从幼儿园到高中实施15年

义务教育的地区之一。特区自2007－2008学年开
始实施15年免费教育，即9年义务教育、3年高中教
育和3年学前教育免费。数据显示，澳门特区不遗
余力地在教育方面投入资源，非高等教育投入从
2002年的10.07亿澳门元，增加到2012年的32.92
亿澳门元，十年间增加了2倍多。

10 }公屋
澳门公共房屋（简称“公屋”）由社会房屋（简

称“社屋”，以低廉租住形式向低收入、困难家庭提
供）和经济房屋（简称“经屋”，以置业的形式向收
入不足买私人楼宇者提供）两部分组成。回归以
来，特区政府制定了“居有其所，安居乐业”的公屋
政策目标，提出了优先照顾弱势及核心家团的“社
屋为主、经屋为辅”的公共房屋发展方针。至
2013年底，澳门已建成公屋数量达45573个，其
中社屋12810个，经屋32763个。

11 }填海新城区
2009年11月，中央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澳门

特区政府填海造地约350公顷，2013年新城A区
填海工程启动，预计在2015年完成。

12 }轻轨
2012年2月，澳门轻轨氹仔市中心路段建造

工程破土动工，标志着澳门轻轨工程建设的正式
启动。氹仔段预计于2016年先行运营。根据规
划，澳门轨道交通系统设两条路线。澳门轻轨建
成后，将与广珠城际轨道无缝对接，并可通过它
接通全国的城际及高速轨道网。

13 }“赌权”开放
2002年2月，澳门特区政府宣布把博彩经营

权批给三家公司，打破了澳门博彩专营历史。“赌
权”由垄断经营走向适度开放，为博彩业注入了新
动力。1999年，澳门博彩收入仅140亿澳门元，
2013年收入3619亿澳门元，增长约25倍。

14 }非博彩元素
“非博彩元素”是指博彩企业在经营赌业之

外办一些诸如会展、演出、餐饮、购物、游览等方
面的健康营生。十余年间，澳门的“非博彩元素”
初现规模，澳博经营的澳门旅游塔、“威尼斯人”
的大运河购物中心、“新濠天地”的水舞间、“永
利”的音乐喷泉等，成为赴澳游客必访的新地标。

15 }向上流动
澳门特区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近日指出，

将不断协助贫困家庭、低收入人士通过就业脱
贫解困，加大力度促进本地居民尤其是基层雇
员向上流动，为本地居民创造更公平、更安全的
就业环境。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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