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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魉儅䨡㸫憭ꪎ籮戀溸愖㐃銘亠⪼㸫瞭1
潂մⲇ
摘 要：
要：2018年9月，中美爆發了人類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兩國至今仍未握手言和，其長遠影響
尚難以準確衡量。貿易戰在深入影響世界的同時，也對澳門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影響，致使澳門發展面臨不
利局面。貿易戰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亦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與此同時，人民幣貶值帶來的澳門幣升值壓
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受阻以及相關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不斷增加，衝擊着澳門經濟發展環境並將進而影響
澳門經濟增長前景，各類風險疊加的可能性亦有所上升。可以預見，倘若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澳門今後的發
展將面臨諸多瓶頸和制約。要盤活澳門經濟的大局，解決好澳門面臨的諸多問題，有必要結合國家的“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戰略，立足於澳門自身“一平台、一中心”的優勢，通過發展多元經濟，積極
參與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最終為澳門經濟發展開拓新的局面。
關鍵詞：貿易戰
關鍵詞：

澳門經濟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

一平台一中心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War on Macao’s Econom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SHENG Li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In September 2018,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the largest trade war in history. The two countries
have yet to shake hands and make peace, and its long-term impact is still diﬃcult to measure accurately. While the trade
war has deeply aﬀected the world, it has also aﬀected Macau’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ing Macao’s development
to face an unfavorable situation. From the economic slowdown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China, the
pressure of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pataca caused by the devaluation of the RMB, the obstru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ll have
brought potentia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Macao economy. New risks have also caused
Macao’s future development to face many bottlenecks and constraints. To revitaliz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Macau’s
economy and solve problems facing Macao,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China’s major strateg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lann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build on the advantages of
Macao’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One Center” and “One Platfor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econom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eventually enter a new stage.
Keywords: trade war, Macao economy, Belt and Roa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ne
Center and On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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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給中美兩國和世界各國造成了廣泛且負面的影響。一方面，對全球化
的質疑和阻撓由觀念變為國際政治現實。另一方面，兩國、世界各國以及澳門這樣的自由貿易港均
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幾乎沒有企業、機構和個人能從兩個經濟強權的競爭中獲利。2019年，
受貿易戰以及其他因素的拖累，澳門經濟全年縮減4.7%。1 同時，新冠肺炎疫情跨年傳播並肆虐全
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澳門經濟將在2020年出現雙位數的收縮。這一突發的國際公共衛生安全
事件，令仍在進行的中美貿易糾紛前景更加撲朔迷離，也为澳門今後的發展蒙上了新的陰影。經濟
社會發展何去何從，應當如何措置以更好地應對接踵而至的挑戰，是今後一段時期澳門不得不面對
的重大現實發展議程。此外，鑒於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面貌的特殊性
 如產業結構單一、博彩業一
家獨大、經濟嚴重依賴外部世界等，中美貿易戰在給澳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其相對獨特的發生發展
路徑，是一個亟需具體剖析的課題。

┞╚耙魉儅䨡㸫憭ꪎ籮戀鱂Ⳳ溸䔕꼹
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澳門與外部經濟環境緊密聯繫，對國際形勢變動異常敏感，同時對內地
依賴性較高，極易受到內地經濟、金融和政策變化的影響。由於中美貿易戰暫無放緩之跡象，加之
與全球貿易緊張局勢有關的不確定性依然很高，中美貿易戰將不可避免地波及澳門經濟。從中短期
來看，中美貿易戰對澳門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

┞╭锣佻叻氘噻ꈙ⺇䩤亠籮戀㙨ꩾ䚒侒細
首當其衝的是澳門的博彩旅遊業。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WTTC）發佈的最新研究報告顯
示，在全球最依賴旅遊業經濟體排行榜中，澳門特別行政區位居第三，旅遊業帶來的收入佔中國澳
門GDP的30%。博彩業作為澳門的主導產業，其產值佔本地生產總值近半，博彩稅收更是佔澳門總
財政稅收近八成。2 同時，中國內地也已成為澳門博彩旅遊業最大的客源地。3
從國內經濟形勢來看，貿易戰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負面影響仍然難以忽視。4 中國內地
經濟總量增速放緩，意味着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緩，與之相應的是消費需求萎縮及消費者信心
指數維持較低水平。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1%，創改革開放以來的新低。5 受疫情影響，2020
年中國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更是同比下降了6.8%。經濟增速放緩、不確定性增加，不僅將導致內
地居民赴澳旅遊意願減弱、人數減少，還會導致內地赴澳的旅客消費觀念趨於保守，消費能力趨於
弱化，消費總量趨於下降，造成澳門博彩旅遊業收入下滑，進而影響澳門財政總收入。根據2020年
《澳門統計年鑒》數據，中國內地旅客人均消費由2018年的2,242澳門元下跌至2019年的1,834澳門
1

2

3

4
5

南生：《四季度下降8.1%，2019年全年縮減4.7%，澳門GDP降至538.6億美元》，2020年3月1日，https://
www.sohu.com/a/376919611_100110525，2020年3月21日訪問。
《全球最依賴旅遊經濟體排行榜出爐 中國澳門名列第三》，2018年4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
stock/usstock/c/2018-04-15/doc-ifzcyxmu7851825.shtml，2020年3月21日訪問。
陳佳慧：《澳門招商引資從單一走向多元 博彩業佔比已降至50.5%》，2019年12月17日，http://finance.sina.
com.cn/roll/2019-12-17/doc-iihnzahi8018346.shtml，2020年3月21日訪問。
莊樂梅、王軼宇：《中美貿易摩擦對我國進出口業務的影響》，《國際金融》2019年第11期，第58-62頁。
《2019中國經濟年報》，2020年2月28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9zgjjnb/index.htm，2020年3月21日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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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旅客消費也相應地從2018年的697億澳門元縮減為640億澳門元，旅遊業遭受一定打擊。
從國際形勢來看，中美貿易摩擦將進一步打擊全球經濟復甦態勢，造成環球經濟增長疲軟，最
終可能導致赴澳的國際旅客難以增加，對澳門構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造成不利影響。同時，日
趨緊張的中美關係，加之博彩執照續期問題尚未有明確安排，澳門美資博企投資理念或將趨於保
守，可能為避險而怠於提高在澳投資，最終將阻礙賭場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的提高。另外，博彩旅
遊業的衰退也會限制與博彩旅遊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會展、酒店、餐飲和觀光遊覽等周邊配套產業的
發展，將對於澳門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規劃產生不利影響。再者，中國內地經濟總
量增速放緩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澳門對於內地的招商引資，來自中國內地的企業財團在澳投資或
相應減少，商貿收入下降，加之外商直接投資趨於減少，從而造成澳門經濟總量的下降。

◝☭宑䋲椚首ⳛ䊩❔籮戀뀹걚
在金融領域，從理論層面講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會導致人民幣匯率走弱，進而引致資本外流，
最終造成國內流動性放緩，市場避險情緒上升，人民銀行不得不採取貨幣微調政策以抵消衝擊。再
者，美聯儲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的高息政策導致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難以升值。而人民幣貶值
意味着澳門幣兌人民幣升值，澳門的出口行業將受到衝擊，貨物和服務出口都會相應較少，使得澳
門對外貿易居於不利地位(圖1)。雖然澳門元相對升值將促使澳門增加從內地進口貨物，會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澳門人民生活成本，卻也相應地影響了澳門對外貿易收支的平衡
 進口商品過多將削弱
本地商品競爭力，加大澳門對於內地商品和服務依賴性，並可能引發資金外流和外匯漏損等一系列
問題。同時，澳門幣升值會刺激澳門居民到外地消費，如購物、旅遊、留學等，造成一定程度的資
本流出和本地顧客外流，對於拉動本地經濟增長、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具有不利影響。

資料來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季刊》2019年第四季

圖1

2018-2019年澳門元匯率變動情況

此外，人民幣貶值還可能造成澳門在中國內地旅遊市場的競爭力減弱，對赴澳旅客產生價格效
應。人民幣貶值意味着人民幣的購買力相對下降，內地旅客在澳旅遊、購物、參與博彩活動的支出
相對提高，澳門作為短途旅遊目的地的價格優勢將被進一步削弱，可能會導致內地旅客赴澳人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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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消費意願降低。6 同時，內地旅行社旅行費的人民幣報價將隨之提高，價格上漲會進一步壓縮澳
門在國內旅遊市場的佔比，或令赴澳遊客產生“惜兌”心理，減少購物和博彩相關業務消費。旅遊
成本的提高會引發內地客源減少、旅客逗留時間縮短、過夜遊客數下降和消費收縮等一系列問題，
將對澳門旅遊業帶來巨大的挑戰。另外，國內人民幣貶值通常伴隨着資本外逃，可能會導致中國對
港澳個人旅遊的簽註政策收緊以減少資本外流，這無疑會給澳門博彩旅遊業帶來更加沉重的打擊。

┩窏憭㝕挗ⶤ溭㺥⺇ꮞ籮戀鱂Ⳳ┯僻劫
粵港澳大灣區主要由香港、深圳、廣州、澳門等核心城市引領其他灣區城市進行區域經濟協同
整合、升級發展。就現階段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經濟尚無法作為總體經濟發展的主驅動力，外
向型經濟依然是大灣區經濟的主要特徵。中美經貿摩擦升級，對大灣區各個城市均有較大影響。以
香港為例，據香港政府估計，中美之間經香港轉口的商品貨值在2017年共計3,507億港元，大致相當
於香港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十以上。若美國與中國博弈生變，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資格並開始
對香港出口商品徵收關稅，香港作為內地原產貨品的轉口樞紐地位將下降，對其物流業與轉口貿易
業將產生負面影響。受多重因素影響，香港在繼2019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環比實質下跌0.4%後，
第三季GDP環比跌幅擴大至3.2%，已經以連續兩個季度的環比跌幅步入經濟的技術性衰退。
此外，中國政府精力聚焦在應對貿易戰及各類中美博弈性事務上，針對大灣區建設佈局規劃可
能遲滯。在情勢不太明朗的情形下，灣區內投資商貿活動無疑將會放緩，相應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
性也將受到衝擊波動。由於澳門金融業發展對香港依賴程度高，會因香港受到影響而間接產生正相
關波動。因此，中美貿易戰導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不明朗，作為大灣區經濟建設的主要參與方
的澳門也難以獨善其身。

㎃┯牟㴼㎌筷劕䨿㙨Ⲏ籮戀┯疙㴼䙎Ⲏ庀
在中美政治博弈中，不排除美國可能會以澳門作為籌碼，針對性調整其經濟金融政策以達到牽
制中國的目的。不久前，美國參議院推出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的核心內容是要求美
國政府每年認證香港的自治狀態，主要檢視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標準，並據此決定是否把香港作為一
個獨立關稅區來對待。同樣的“戲法”是否會在澳門身上復現尚不得而知。早在1999年，澳門就曾
因為知識產權問題被列入美國“301”條款的優先觀察名單，直至2000年和2001年才被轉列為一般觀
察名單。由此可見，美國對澳門的審查已有先例。7 如果美國以政治問題為由，對澳門實施新的關稅
措施——如對科技出口加以限制，將不利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及建設智慧城市的目標。
同時，隨着美資在澳門博彩業投資規模的增大，其在澳門的利益也在持續增大。美國政府會否
像“關注”香港內部事務那樣，也開始“關注”起澳門的內部事務？澳門特區政府如何在維持公平
競爭的前提下，協調本地與外資的經濟政治利益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與社會利
益？這些都將成為未來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難以忽視的問題。除此之外，考慮到美資在澳門博
彩業中佔據的重要地位，美資博企賭牌續約有可能成為中美政府之間的政治籌碼之一。若用賭牌重
6

7

《澳門旅遊局局長：料今年旅客數量將首現負增長》，2012年9月10日，http://mo.mofcom.gov.cn/aarticle/
jmxw/201209/20120908333112.html，2020年3月21日訪問。
《 澳 門 不 再 被 列 入 新 的 美 國 “ 特 別 301條 款 ＂ 名 單 》 ， 2002年 5月 2日 ， http://www.cctv.com/news/
china/20020502/132.html，2020年3月21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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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作為反擊，作為澳門經濟龍頭產業的博彩業美資企業減少，將降低外資對本地經濟的風險，有效
減少資本外流，並可藉此削弱美資力量對澳門政治事務的干預、減少其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但
此舉可能會導致失業和社會問題，短期內不利於澳門經濟穩定發展。
此外，疫情爆發為中美之間複雜而緊張的貿易關係再添變數，進一步放大了中美貿易戰給澳門
經濟帶來的不確定因素。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各國本應齊心協力，共渡難關，但以特朗普為首的
美國政府卻不顧本國疫情還在持續，轉向更鷹派的策略，不斷開始推出一系列對華強硬政策，企圖
轉移國內抗疫不力的注意力，為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造勢。美國商務部宣佈將加強對華為的制裁，
採取行動阻止華為公司使用全球芯片供應商的產品，大有進一步升級科技戰的態勢。因此，疫情的
爆發可能進一步激化中美之間的政治、經濟矛盾。疫情全球蔓延正給中美兩國經濟以及全球經濟帶
來不可忽視的壓力，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已經超過了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在2020年6月《世界經濟展望》預測，疫情蔓延將重挫全球經濟復甦態勢，全球經濟預計出現
4.9%的負增長，極有可能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此前，在世界經濟疲軟和中美貿易摩擦的
雙重夾擊下，澳門經濟已經從2019年開始轉為負增長，四季度經濟實質變動率分別為-3.8、-2.2、-4.4
和-8.1，服務出口也出現了同步的縮減。疫情爆發後，澳門特區政府採取了嚴格有力的抗疫措施，包
括賭場歇業半個月、限制旅客入境等，在付出一定經濟代價下控制住了疫情。受此影響，澳門第一
季度入境旅客僅為322萬人次，同比減少68.9%，由旅客帶來的經濟拉動效應日趨式微。根據澳門博
彩監察協調局公佈的數據，澳門在2020年6月的博彩收入跌至7億澳門元，同比下跌高達97%，上半
年累計毛收入同比跌幅達到了77.4%，以博彩旅遊業為核心的衍生產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在
疫情帶來的旅客流動限制下，澳門第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與2019年同期相比收縮高達48.7%，總體
失業率升至2.1%經濟受到劇烈衝擊，元氣大傷。因此，如果中美貿易戰在疫情爆發後沒有減弱或是
愈演愈烈，將會進一步延緩中國以及全球經濟復甦，並會給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不同程度的衝
擊，抑制澳門的外部需求，對於當前受到疫情嚴重衝擊的澳門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將不利於澳門
經濟從疫情中復甦。
表1

2018-2019年澳門季度生產總值和主要開支組成項目的實質變動率

(單位：%)

2018年
第四季

2019年
第一季

2019年
第二季

2019年
第三季

2019年
第四季

本地生產總值

3.2

-3.8

-2.2

-4.4

-8.1

私人消費開支

2.9

2.8

3.2

2.9

2.7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2.1

3.7

6.5

4.2

1.9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8.6

-31.4

-25.8

-7.4

-14.5

貨物出口

12.2

-2.6

-24.3

0.5

-6.2

服務出口

4.9

-1.0

-0.1

-4.7

-7.5

貨物進口

5.5

1.8

-2.7

1.9

2.8

服務進口

-5.0

-19.9

-11.5

2.1

-4.5

時間
項目

資料來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經濟季刊》（2019年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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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若中美經濟最終走向分步驟脫鈎，由於澳門經濟對中國內地市場的高度依賴，必將
承受隨之而來的顯著的負面影響
 博彩業旅遊業收入銳減，造成澳門稅收收入減少，出口、商貿
受阻，以及不確定性風險引發的經濟總量波動、經濟發展放緩。疊加目前澳門自身的社會問題，如
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嚴重、就業結構單一等，將持續加重社會負擔，或致人均社會福利下降，
引起民眾不滿，影響社會穩定。
然而，除了負面影響外，中美貿易戰還可能為澳門經濟帶來新的機遇。一方面，在博彩業遭受
衝擊的情勢下，為維持經濟平穩，澳門必然會尋求其他的產業增長點，可用客觀形勢倒逼澳門改變
目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不斷推動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同時，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背景
下，中國將通過更加積極地尋找其他貿易夥伴來滿足自身的市場需求。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優
勢將進一步凸顯，其重要性和戰略地位將顯著提升。澳門可以透過與葡語國家的聯繫，幫助中國打
開更為廣濶的市場，並不斷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此外，中美貿易戰的持續升溫，使得中國為維
持自身經濟穩定性，穩步推進和擴大全方位開放。若金融業進一步加快開放，將有利於澳門金融機
構加強與內地金融之間的聯繫與合作。例如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契機和橫琴自貿區開發地緣優
勢，澳門金融業與內地和香港的金融業一道為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提供以資金為主的一攬子金
融服務，加速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澳門還可利用外資銀行成為連接外資與內地合作的中介，
這將為澳門金融業發展帶來更多機遇、注入更多資金。受惠於金融業的大發展，澳門金融業將通過
產業金融資金引導和協助澳門零售、會展、娛樂產業的茁壯成長，並給予澳門的新興行業更多的金
融支持，從而促進澳門產業結構轉型、實現經濟適度多元。

◝╚耙魉儅䨡┬憭ꪎ籮戀溭㺥溸䥧㸫瞭汻
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澳門要審時度勢，順勢而為，轉危為機，
深耕本地經濟。長久以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產業結構特徵對其他產業產生的排擠效應成為困
擾澳門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多年的難題，外資博企過度壯大也引發了博彩利益集團干預澳門政治的
擔憂。8 同時，澳門博彩業過度依賴內地市場將不利於澳門博彩旅遊業多元化和國際化發展。因此，
中美貿易摩擦在衝擊澳門博彩業的同時，也為澳門調整產業結構提供了潛在機會。澳門可藉此機會
發展金融服務業、工商服務業以及文化創意和中醫藥等新興產業，提高產業多元化應對經濟風險的
穩定性。與此同時，澳門特區政府應加快修訂和完善博彩業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規範博彩業准入
機制和要求，將依法施政落到實處。目前臨近博彩執照重新分配的關鍵時期，政府應該充分利用此
次談判中的議價優勢，要求各家博彩企業負擔更多社會責任，訂立中長期投資計劃和發展規劃，令
各博企增加針對非博彩項目的投入，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同時加大各企業在澳門本地的採
購和人才聘用，減少資金外流。
面對內地旅客數量回落和消費支出較少的危機，澳門旅遊業在疫情過後要着力開發新的客源，
克服發展過程中資本國際化和遊客國內化這一基本矛盾9，減少對內地旅客的過度依賴，實現旅客國

8
9

關紅玲、雷強：《外資進入澳門博彩業帶來的社會政治影響》，《澳門研究》2005年第31期，第68-73頁。
陳廣漢：《澳門博彩旅遊業的國際化研究》，《大珠三角論壇》2016年第2期，第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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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打造名副其實的“世界旅遊休閑文化中心”。在此次疫情中，澳門向國際社會展示了超強的
疫情防控和恢復秩序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際聲譽，展示了澳門良好的形象，為疫情過後
提高旅遊吸引力打下了基礎。澳門可利用海外華商以及歐盟和葡語國家的交往中的優勢，應進一步
依託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中葡經貿合作論壇、歐洲企業網絡澳門聯絡點等組織和形式，大力發展
旅遊會展業，發展商務和度假旅遊、文化旅遊等行業。澳門旅遊業的未來發展可集聚並突出多元文
化傳統和特色，打造東南亞最具歐亞風貌的旅遊目的地品牌，調整並豐富旅遊產品結構，打造澳門
城市獨特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品牌。除此以外，澳門特區政府要善用自己擁有的財政盈餘優勢，審慎
考慮資金用途，在貿易戰導致本地經濟增長疲軟的情況下可考慮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擴大內需
等方式來拉動本地經濟增長，着力解決澳門特區內交通等基礎設施滯後限制旅遊業發展、人口老齡
化、青年就業領域狹窄和發展空間受限等深層次問題，力求解決民生問題，以謀求社會穩定和可持
續發展為第一要務。
同時，在未來中美貿易爭端發展成持久戰的可能性下，澳門應當明晰自身定位，把握好發展機
遇，扮演好作為中國與世界溝通交流平台的重要角色。在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背景下，澳門
可加強與內地金融機構的聯繫，利用澳門的橋樑和平台優勢全力配合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大局，同時
可以與內地合作大力發展本地金融業。從“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角度出發，澳門可發揮本地金
融業的優勢，進一步延伸和深化推進國家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市場逐步開放的總體戰略。基於“一
平台”的定位，澳門可以利用其與葡語國家、歐盟的廣泛聯繫，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以及歐盟的貨
幣金融合作。尤其是當前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合作前景廣濶，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的
背景下，中國與葡國國家和臨近地區的關係顯得愈發重要，中葡平台的作用也更為凸顯。澳門作為
葡語系國家和地區與中國之間的橋樑和紐帶，與葡語國家有着悠久人文商貿聯繫，擁有熟悉內地和
葡語國家的語言、經貿和文化等人才10，可立足於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
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將澳門打造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葡語國家企業融資平台、葡
語國家融資租賃平台，幫助國家與葡語國家建立更加密切的經濟聯繫。其次，澳門還可以 與內地一
起將澳門打造成新興債券市場，為內地融資提供更多選擇。除此之外，澳門在繼續推進融資租賃業
務、綠色金融配套服務和財富管理等特色金融服務發展的同時也應當借鑒內地經驗，與內地一起培
育本地金融人才，加強兩地金融合作。
此外，澳門還應積極主動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同時在建設“一帶一路”樞紐、構建“
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互動平台過程中發揮重要區域支點的作用。一方面，在當前中美貿易
戰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從依賴出口轉向內需驅動的現實下，澳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落後地區的開發將
對拉動中國內需起到一定作用。由於澳門寬鬆的投資環境和歐洲式的立法和司法系統，外商願意利
用澳門這個自由港，作為進入近年經濟高速發展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腹地的跳板，這為澳門提供了扮
演灣西地區乃至整個粵西地區與國際社會之間交往窗口的角色的機會。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澳
門可發揮自身在對外開放、現代服務業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打造全球資本、技術、人才匯聚的新平
台，突破要素便捷流勱和優化配置等關健環節的制度壁壘，回應澳門社會各界對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關注期待，為澳門經濟結構優化培育新增長點。另一方面，中美貿易關係持續惡化，在這背景
10

盛力：《一帶一路是澳門與祖國的共同發展之路》，《人民論壇》2019年第10期，第2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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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國更需要通過“一帶一路”機制拓展海外市場，中葡平台和澳門對外聯繫的角色更加重要。澳
門應該繼續強化內聯外引的中葡平台作用，將國際聯繫和國際經驗延伸至內地，與內地的企業共同
開拓海外市場和機遇，實現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合作的全面升級，打造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同
時，“一帶一路”建設也給澳門企業帶來了機會，有利於澳門企業跟隨“一帶一路”投資進入新市
場，拓展基礎設施投入及運營後產生的相關發展機會，如製造業、房地產行業等。 11 受惠於國家
的“一帶一路”發展，澳門可以利用作為WTO創始成員和獨立關稅區的身份，未來以單獨關稅區的
身份與葡語國家簽訂自貿協議，提供實質性優惠，提高內地企業經由澳門走向葡語系國家市場的積
極性，因勢利導持續提升澳門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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