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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秋天提出以来，在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导下，已取得重要阶
段性成果。而澳门凭借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留下
的宝贵遗产和独特优势，正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中，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把“一带
一路”与其“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紧
密结合起来，发挥区位和专业优势，担当联系人
角色，推动多个葡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的同时，也为自身发
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让中小企业“走出去”

澳门中华总商会策略研究委员会今年公布的
“澳门中小企业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有一半
以上的澳门中小企业希望采取合作模式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盼望澳门特区政府多推出引导性
政策，让中小企业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大家
对投资‘一带一路’的信心在不断增强。”澳门中
华总商会策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志毅说。

事实上，澳门大中小企业对“一带一路”沿
线投资兴趣，近几年一直在攀升。澳门是典型的微
型经济体，发展瓶颈就在一个“小”字上。如何拓展

发展空间，实现特色金融、会展、会计、法律等领域
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

“一带一路”，响应“国家所需”，施展“澳门所长”，成
为特区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共识。

去年底，国家发改委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
《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的安排》，为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注入
了新动力。今年 4 月，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发行了
45 亿元“一带一路”主题债券，推动澳门特色
金融发展，重点服务葡语系国家。“7 个葡语系
国家遍布 4 大洲，拥有 2.6 亿人口，面积超过欧
洲的总和。利用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搭
建经贸交流桥梁，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拉美、
非洲等地葡语系国家市场，担负起中国与葡语系
国家人民币清算的角色，澳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主任
李国强说。

发挥人文交流“窗口效应”

炫目的色彩、特色的服装、精彩的表演、多
元的文化，这是日前刚刚结束的 2019 澳门国际幻
彩大巡游带给观众的感受。在澳门，游客可以看

到来自乌克兰、波兰、意大利、安哥拉、肯尼
亚、智利、塞浦路斯、新西兰、缅甸、泰国等 1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80个巡游表演队伍
近 1800名艺术表演者的倾情演出，整个城市洋溢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热情与活力。

“旅游业是澳门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一带
一路’中和澳门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环节。南欧文
化和岭南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所衍生的历史和社会
状貌世间少有，这也是‘澳门历史城区’被列为
世界遗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澳门大学教授关锋
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扩大澳
门的旅游经济规模，促进客源多元化，更能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使澳门得
以发挥人文交流的“窗口效应”。

同时，澳门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
侨眷，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从事行业多元，澳
门归侨总会会长刘艺良认为，澳门和澳门侨界在

“民心相通”中具备独特优势。“澳门归侨侨眷人数
多、影响广、团体稳定，可以在助力政府与东南亚沿
线国家交流合作、推动和拓展与东南亚沿线国家经
贸交流合作、推动与东南亚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等方
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刘艺良说。

给青年施展才华的舞台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澳门青年人也迎来更
广阔的人生舞台。过去，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
一，限制了青年的发展空间。而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成效逐渐显现，澳门会计、法律、管
理、信息、翻译等高端服务行业也迎来蓬勃发
展，年轻人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舞台。

澳门土生葡人青年协会理事长华子锋认为，
澳门具备很多优势，例如，使用中葡双语已延展
至多国语言并用、中葡文化共融交流，在司法体
系上与葡语国家相近等。这些优势的存在，将让
澳门青年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作为。

“澳门青年应思考清楚自身的定位，拓展国际
视野，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和
战略意义，培养包容开放的大国胸怀，增进对沿
线各国文明多样性的理解和认同，并积极与各国
青年开展交流对话，树立合作意识、提高合作能
力，在与沿线各国青年的务实合作中展现中国青
年良好形象，实现自我价值。”澳门青年联合会会
长莫志伟表示。

关锋建议，澳门可以鼓励本地中学积极寻找
“一带一路”中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相关中学结为
“姐妹学校”，每年互派学生交流访问，并订定访
问内容和反馈机制，以便跟踪交流成果。“这对于
拓展澳门国际形象、开阔澳门学生视野，帮助他
们规划未来发展都大有裨益。”

澳门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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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三个中心”之一——澳门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 （展示中心） 上，来宾
参观选购。据介绍，澳门和内地已经设立了32个葡语国家食品进口展示中心，每个中心展示大约2000种
葡语国家产品。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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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20日，澳门即将迎来回归祖国
20 周年纪念日。回归后，澳门一改回归前治
安不靖、经济萧条的小城面貌，迅速成长为
祖国南海的璀璨明珠。

20 年来，澳门特区政府稳健施政、完善
法制，社会和谐稳定、欣欣向荣，经济快速
增长、稳中趋好，市民安居乐业、福祉增
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影响广泛，整体呈
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广大澳门居民在特
区政府带领下坚守爱国爱澳核心价值，焕发
出最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投身于建设
澳门的事业中，并使澳门特区成为成功施行

“一国两制”的热土。事实证明，“一国两
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
法办事，坚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坚持包容共济、促进爱国爱澳旗帜下的
广泛团结，“一国两制”实践就能沿着正确方
向行稳致远，澳门就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祖国发展日新月
异；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澳门旧貌换
新颜。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澳门
回归祖国 20周年，在长期以来的发展历程中，
澳门与祖国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
切，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方面优势互补，
更形成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经贸格局。在
繁荣发展的道路上，澳门与祖国始终同呼吸、
共命运，始终齐进步、俱探索。

志士惜日短，奋斗路正长。未来，澳门
将继续严格贯彻实施宪法和基本法，充分发
挥“一国之利、两制之便”的制度优势，搭
乘国家发展快车，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重大机遇，按照“国家所需、澳门所长”
的定位，建设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为国家改革开放再出
发继续贡献澳门智慧和澳门力量，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忆往昔，岁月峥嵘，雄关漫道真如铁；看今朝，豪情万丈，人
间正道是沧桑；望明天，前程似锦，长风破浪会有时。新一轮改革
大潮涌动，民族复兴曙光在前，澳门和祖国一起迎来了新时代。纵
然，在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中，我们还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惊涛骇
浪，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只要坚持以真挚的爱
国热忱，刚毅卓绝、敢为人先的精神，顺时而为，乘势而上，就能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时代篇章！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祝愿祖国和澳门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为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
上图：12月18日，游客在澳门氹仔嘉模墟拍摄澳门回归20周年

主题景观。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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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 江 走 笔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濠江之畔光
影节、文物展、书画展、花卉展等庆祝活动丰
富多彩。

12月17日下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故宫
博物院共同举办的“星槎万里”展览在澳门艺术博
物馆揭幕。动态数码长卷“千里江山图3.0”将传统
美术与数码科技结合，展现了《千里江山图》的超
凡魅力，表达对祖国锦绣河山的美好祝愿。

一系列文化活动成为澳门回归庆祝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12月2日至16日，澳门政府高等
教育局举办“澳门大学生艺术创作展览”，青年学
生以提交艺术作品，传递祝福祖国、祝愿特区的
美好心愿；12 月 10 日，澳门基金会举办“十部文
艺集成志书·澳门卷”之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讲座，
宣讲中国民间文化，增进澳门社会对祖国的了
解。12月17日，“濠情生辉”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

周年书画展在澳门市政署开幕。书画展精选 65
位书画家的 71 件佳作同场切磋交流，油画、水
彩、书法、篆刻等作品，以各自的艺术语言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共同展望澳门的美好未来。

民间庆祝活动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回归
的喜悦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2月13日，澳门街
坊会联合总会南区办事处在议事亭前地举办

“文化交汇星辉夜”活动，辖区居民组织精彩的
表演，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活动开始
前，年轻人以街头快闪以及乐器、歌舞表演
等，讲述澳门回归后百姓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

从 12 月 1 日开始，一年一度的澳门光影节
拉开帷幕。此次光影节最鲜明的特点，是以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为主题。大三巴牌坊和
圣若瑟修院圣堂“庆祝回归”光雕表演、大型灯饰

“荷塘弯影”等，为庆祝活动献上一份梦幻的贺

礼。“澳门特区生日快乐”“澳门明天会更好”……
设于南湾白帐篷的“世界祝福”，让市民通过光影
节的手机应用程序，将对祖国、对澳门的祝福发
送至现场大屏幕，表达爱国热情。

澳门冬季花卉展于12月13日正式开展，今年
以“百香归来”为主题，成千上万的郁金香，共同见
证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同时，澳门主要公园及
绿化带也会摆放郁金香，使节日气氛洋溢全城。

上图：12月17日，参观者在澳门艺术博物馆
观看“星槎万里”展览。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丰富多彩 深情祝福

澳门举办多种活动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
本报记者 郭牧龙 毛 磊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对香港新界严重交通事故表达慰问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12月18日下午4时许，香港新界粉岭公路发生

严重交通事故。截至18时30分，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国务院港
澳办发言人徐露颖表示，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故深感震惊和悲痛，对不幸遇
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表达深切慰问。我们注意到特
区政府已经全力展开了救援工作。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新华社上海12月18日电（记者潘清） 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2019年全
球IPO活动有所放缓。得益于巨型企业登陆和科创板开闸，香港与内地市场
在全球IPO市场上继续联袂“领跑”。

知名专业机构安永17日发布的报告称，今年全球IPO预计达1115宗，筹资
1980亿美元，分别较上年下降19%和4%。报告认为，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和市场
担忧情绪是导致全球IPO数量和筹资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IPO放缓的同时，香港与内地IPO表现抢眼，联袂“领跑”。安永
预计，香港市场预计全年共有 159家公司首发上市，筹资额 3105亿港元。受
阿里巴巴等巨型企业上市带动，香港市场当年IPO数量较上年减少22%，但筹
资额增加了8%。

科创板开闸令2019年A股市场IPO表现活跃。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
计显示，截至12月18日，开市不足5个月的科创板已先后迎来66家上市公司
登陆。年内筹资规模排名前10位的IPO中，有4家出自科创板。

按照安永的预计，全年 A股首发上市公司将达 200家，筹资 2528亿元人民
币，分别较上年增加90%和82%，创下2012年以来的筹资额新高纪录。

在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中，香港联交所夺得 2019 年 IPO 筹资额和宗数
“双料冠军”。上海证券交易所两项指标分列第四和第三位，深圳证券交易所
则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五位。

此外，2019年全球前十大IPO中，内地和香港市场共占三席，分别是阿
里巴巴、百威亚太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展望2020年，多因素将影响A股IPO活动。安永分析认为，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内地资本市场走势向上；全球宽松叠加内
地鼓励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以及引导保险、社保基金、养老金等中长期资
金入市，将为市场带来增量资金；资本市场改革将进一步深化；5G引领科技
进入上行周期，也有望带动创新型科技企业上市。

在香港市场，阿里巴巴成功上市可能带动其他海外上市的内地企业以二
次上市方式进入；受益于港交所鼓励政策，海外企业赴港上市保持动力；在
政策红利推动下，部分内地企业也会选择赴港分拆上市。

安永预测，2020 年香港市场 IPO 筹资额或达 2200 亿港元。若有特大型
IPO上市，这一数字可能高达约3500亿港元。

香港与内地“领跑”全球IPO市场

莲花盛开·真情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