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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論壇 2021 

主辦單位：澳門經濟學會 

贊助單位：澳門基金會 

日  期：202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地  點：富豪酒家 5 樓 V8 廳 

主  題： 

(一) 疫情下的世界與中國經濟走向分析

(二)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論壇議程

程  序  表 

09:30 迎迓嘉賓及嘉賓報到 

10:00 開幕式 

致歡迎辭 

10:10 嘉賓主旨演講 

講題一：澳門經濟形勢與前瞻 2022 

主  講  ：柳智毅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澳門大學策略及規劃辦公室主任 

講題二：關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幾點思考 

主  講  ：鍾  韻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11:00 論壇綜述 

11:20 問題討論環節 

11:45 論壇總結 

論  壇  結  束 



澳門經濟論壇 2021 

1 

柳智毅博士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澳門大學策略及規劃辦公室主任 

個人簡介： 

柳智毅博士，多年來積極參與澳門社會工作和學術研究，並長

期對澳門經濟社會問題進行研究，曾參與多項政府部門委託的研究

項目，現兼任多項社會職務，包括：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第四、

五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第六届立法議員、澳門特

別行政區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人才發展委員會委

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委員(2006~2015 年)、

粵澳發展策略小組(政府組織)成員、哈爾濱市政協委員、《澳門經濟》

學術期刊主編、澳門日報經濟版《經世濟民》專欄作者等。柳智毅

博士曾撰寫和發表與澳門經濟及人力資源相關的專著 20 多部，以及

學術研究論文 150 多篇。如較近主持和撰寫的課題包括：《澳門回

歸祖國 20 周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與經驗》、《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發展策略》、《澳門經濟與各產業發展現狀分

析》、《澳門經濟景氣指數研究》、《澳門中產研究》、《經濟社

會可持續發展視角下的澳門水域研究》、《澳門人才開發與培養》

等。 

參會嘉賓簡介及發言摘要

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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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形勢與前瞻 2022 

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影響，本澳與內地通關及防疫措施

多次被收緊，訪澳旅客量大幅下跌，經濟復甦可謂一波多折。過去一

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堅強帶領以及在廣大居民的

齊心協力下，社會大局保持和諧穩定，整體經濟呈現波動中恢復。 

本文透過綜合分析當前世界及內地經濟總體形勢、新冠疫情的變

化等各項影響本澳經濟復甦和發展的因素，以及考慮各大機構對澳門

博彩收益和經濟增長的預測，尤其是充分考慮最近期貴賓廳事件的影

響。在此基礎上以統計數據模型推算 2022 年澳門 GDP 和博彩收益。預

測明年的整體經濟或恢復至 2019年(疫情前)的五至六成左右；2022 年 

GDP 較 2021 年增長 5%至 16%；博彩毛收入將介乎於 950億至 1,400 億

的區間。

面對新的形勢，疫情和外圍經濟形勢仍然是影響本澳經濟復甦與

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筆者建議：1.必須密切關注內外環境變化，繼

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2.祖國雖然是澳門發展的強大後盾，後疫情時期

特區政府需要加大力度促進旅遊資源及客源多元化，加快世界旅遊休

閒中的建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3.圍繞國家 “雙循環”新格

局，積極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積極發揮澳門 “一國兩制”的獨

特優勢，加大招商引資和產業領軍式人才的引進。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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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韻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副院長 

個人簡介： 

鍾韻，經濟學院副院長，“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

副院長，廣州市人文社科重點基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常務副主任，“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兼職

研究員。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港澳研究》編委會委員、廣

東港澳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總商會）聯絡委

員會顧問、廣東省第三產業研究會副秘書長、廣州市南沙區港澳青

年創新創業導師。長期從事港澳經濟、粵港澳合作研究。曾三次以

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進修。已主持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教

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廣東省自科科學項目、廣東省社科科學項目，

以及港澳特區相關部門委託項目等研究。研究報告曾獲各級領導人

批示。 

參會嘉賓簡介及發言摘要

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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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幾點思考 

立足於對當前國際宏觀經濟趨勢的理解，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

我國的應對舉措，思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新挑戰與新命題，

並進而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展開幾點思考。 

首先，就全球宏觀經濟的展望而言，疫情依然是影響經濟復甦節

奏的關鍵因素，在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下，碳中和、全球價值鏈位

勢提升、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等新發展命題對粵澳大灣區建設提出了新

要求。 

其次，結合廣東省及主要地市的十四五規劃，新發展階段粵澳合

作的對接合作重點領域將與以往傳統產業領域的合作有所區別，數字

經濟、新基建的作用不可忽視。民生領域的合作也將持續增強，民生

領域的合作制度創新將是新階段的一個研究重點。 

再次，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建設既是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開啟了

新階段，也對澳門在大灣區建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立足於前

述基礎，澳門應把握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機遇，將與內地的合

作提升至新的層次。借助橫琴深度合作區建設令澳門在雙循環新格局

中展現全新發展姿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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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國博士 

澳門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金融及商業經濟系副系主任、助理教授 

個人簡介： 

李振國，英國倫敦密特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澳門大學工

商管理學院 金融及商業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兼金融及商業經濟學

系副系主任。曾任教包括中級宏觀經濟、經濟政策與計劃、公共經

濟、旅遊經濟及澳門經濟等學士及研究生課程學科，同時作為碩士

及博士課程導師。研究範圍包括中國經濟、旅遊經濟、經濟整合、

收入分配、效率及生產力等，曾於高水平國際經濟學期刋，包括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The World Economy 等

發表一系列學術文章。對澳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遊競爭力、大灣

區經濟融合、澳門產業發展及經濟適度多元等方向。李振國曾經受

委託，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多個部門，進行包括公共服務滿意度

及服務需求預測、不同方面的政策分析及建議、人力資源需求狀況、

經濟適度多元及產業發展方向等研究調查。 

專題研討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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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淡澳門科技產業的產學研合作策略 

自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發展科技產業，當中

包括於 2000 年推出《科學技術綱要法》，2001 設立科技委員會，

2004 成立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此外，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於 2005

年與中國科學技術部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成立科技合作委員會的

協議》，並於 2010年及 2018年取得國家科技部批准，先後共設立四

家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在國家的扶持及特區政府推動的背景下，澳

門創新科學技術的發展得到長足的進步，除獲得不少國內外科學技

術獎項，以及發表不少專著及論文外，研究成果亦取得一系列專利。

到 202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 劃(2021-

2025 年)諮詢文本出台，當中提出要充分發揮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科技

引領作用，並支持高校創新，支持鼓勵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具實力科

研團隊，進行成果創業或成果轉化，推進產學研融合發展。該發展

方向顯示澳門創新科技的發展經已從研究邁向轉化應用的新發展階

段。就該議題本文應用產學研合作模式的理論基礎，同時參考外地

的發展案例，對澳門產學研合作應該採取的策略進行討論分析，建

議可採用戰略聯盟模式由企業、高校及科研團隊以股權或合約方法，

建立的較為穩定長期的合作關係，並從各自的發展目標出發，開展

技術合作，發展創新技術以形成重要的產業技術標準。此外，可繼

續支持高校及科研單位設立面向企業的公共服務平台，為企業提供

專業技術服務，實現研究開發、技術諮詢、技術支援的融合。另外，

澳門科技產業必需要進一步加強與灣區以至國內其他科技單位及企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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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合作，進行科技研發及轉化等交流合作，擴大上下游發展空間，

以達致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目標。 



澳門經濟論壇 2021 

8 

周平副教授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兼“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

區研究部部長 

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碩士課程主任、

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個人簡介： 

周平，北京大學博士，現任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碩士

課程主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澳門“一帶一路”研究

中心主任。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正教授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光

華管理學院訪問教授（正教授級），澳門大學顧問；澳門經濟學會

理事，澳門學者同盟理事。先後執教市場營銷、旅游管理、企業管

理、危機管理、跨文化管理，葡語國家國情研究、中國與葡語國家

關係專題、研究方法與設計等碩、博士課程。舉辦和聯合舉辦大型

國際學術會議多場；組織舉辦“一帶一路”專題學術講座六十余場；

組織并參與民聯智庫開展的民生指數設計和研究；組織參與國際、

國内多項高端會議并發表專題演講；牽頭組織和主持多項國家和澳

門學術研究課題，在《山東社科》、《光明網》、《人民網》、IGI 

Global 等發表多篇學術文章，其中部分文章得到多家媒體轉載。 

專題研討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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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融入橫琴深合區的滯後性與可持續發展研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發佈凸顯出中央對澳

門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模式的重視。橫琴深合區為澳門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機遇和空

間。橫琴深合區的發展是一個長期、可持續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

程中，澳門承擔着澳門本地經濟復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和粵港澳

大灣區極點帶動三方面功能。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應該

有長期奮鬥的思想準備。首先，澳門面臨經濟功率不足的現實。目

前經濟體量從充盈走向了疲軟，自身經濟復甦仍需要一定時日，面

對着三倍於澳門的橫琴，經濟功率不十分強健，因此橫琴深合區經

濟體量的成長中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見影；二是澳門面臨着進入

橫琴深合區產業選擇問題。澳門在經濟適度多元過程中，雖說有了

一些成功經驗，但新興產業在澳門的發展並不足以成為澳門經濟發

展的支柱產業，有些還處在探索階段，發展前景還有不確定因素的

存在，即使進展順利，也難以在短時期內收到經濟成效，成為效益

顯着的龍頭產業。三是牢記橫琴粵澳深合區的使命。習近平主席指

出，建設橫琴新區的初心就是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方

案》強調，橫琴深合區開發開放，是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的重要動

力，有利於推動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此，橫

琴產業發展佈局要結合到目前澳門經濟的整體情況，統籌兼顧，通

盤考慮。既要結合澳門實際情況，又要帶動橫琴發展；既要通過深

合區促進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要防止澳門因高速進入橫琴深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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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區，四面出擊，導致澳門本地產業空心化，橫琴產業未成熟的

“夾生飯”局面。 

建議：一、澳門在橫琴的產業在於先進性和成熟度，而不在廣

泛性。應發展重點產業，注意長短期結合，形成可持續發展局面。

二、處理好橫琴與澳門的發展關係，做到統籌兼顧，少走彎路。三、

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在長期產業中引入先進國家高新技術

產業，謀求高附加值和可持續發展。四、深化橫琴與澳門雙循環的

節點功能，形成主打產業的產業鏈，形成琴澳聯動，帶動周邊地區

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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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成昆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會計和財務金融學系 

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個人簡介： 

劉成昆，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先後工作於北京城建和中國

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和不良資產收購處置業務。

自 2004 年起任職於澳門科技大學至今，現為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

展研究所所長，商學院會計和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

導師。研究領域包括城市與區域經濟、金融經濟學及可持續金融，

在《城市發展研究》、《宏觀經濟研究》、《港澳研究》等期刊發表

中英文論文 30 餘篇，擔任《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2-2021年）

特約主編，持續跟蹤評價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競爭力，主持

及參與課題研究 40 餘項，包括 2018 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與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聯合科研資助合作研究項目、澳門基金會資

助以及政府部門委託的系列調研等。 

專題研討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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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多元、城市韌性和區域合作 

文章首先梳理澳門產業多元的實踐，通過測度博彩業的 HHI 指

數及分析新興產業的發展，以此說明澳門產業多元結構多元的成效

狀況；接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 11 個城市為例，剖析產業多元和城市

韌性之間的關聯性，研究發現產業多元對大灣區城市整體經濟韌性

有顯著的正向作用，產業多元具有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在面臨外部

衝擊時可實現快速自我修復，而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的城市，則缺乏

分散風險的機制，難以應對各種外部衝擊，容易在危機後陷入困境

並出現失衡；由此進一步闡述澳門若提升城市韌性、緩解受外部衝

擊後的風險，促進產業多元，需要持續深化區域合作，積極融入大

灣區，加快琴澳深合區建設，並且在深合區建設中，對接澳門的產

業多元，推進現代金融業發展，促進中醫藥產業化，推動產品和服

務拓展國際市場，實現會展業發展專業化和市場化，逐步培育跨境

電商產業，科技創新與數字經濟，加強扶持中小企業，利用橫琴空

間打造澳門品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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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開顏副教授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兼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發展研究部部長 

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副教授 

個人簡介： 

呂開顏，經濟學博士，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

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博彩旅遊，公共財政和經濟增長，在國內外學

術期刊和研討會發表多篇論文，接受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人

民日報、經濟日報等國內外傳媒機構採訪，擔任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南方經濟》，《上海經濟研究》等學術期刊

評審。曾受特區政府委任澳門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城市規劃委員會

委員、統計諮詢委員會委員，目前擔任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北京海

外聯誼會理事，和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委員會委員。 

專題研討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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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模式之爭議與政策制定 

2019 年底爆發的冠狀病毒（又稱新冠肺炎或 COVID-19），隨後

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引起嚴重公共衛生危機。在疫情爆發初期，

由於其高傳染性迫使各國實施高強度社交隔離政策減低病毒擴散，

社會停擺對世界各國經濟及社會民生產生嚴重衝擊，導致大量企業

倒閉及失業率大幅飆升。所以，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迅速以擴展財

政政策和量化寬鬆貨幣等手段以減低疫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

在全球化時代，再嚴厲的隔離措施似乎都無法減少受病毒感染人數

持續增加的事實。所以，政府將面臨兼顧對抗疫情和重新將社會運

作帶回正軌的雙重挑戰。作為旅遊城市，澳門政府積極執行各項公

共衛生措施，使得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也付出經濟大幅下

滑的代價。本文對澳門 2020-2021 年之間的抗疫措施及成效進行回顧，

討論基於疫情預測模型所產生的抗疫政策的社會經濟影響，籍此評

估抗疫帶來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和就業等各項問題的成本效益分析。

最後，對於未來經濟復甦提出不同的場景設計及應對方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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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渭恆先生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兼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發展研究部副部長 

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城市與區域 

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個人簡介： 

來自澳門，現於澳門科技大學攻讀城市與區域經濟博士及酒店

與旅遊管理學院兼任講師。本科畢業於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

並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系碩士學位。社團職務包括澳

門經濟學會理事、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秘書長、澳門青年聯合會常

務理事等。擔任澳門廣播電視《財經雜誌》客席節目主持人，《澳

門管理人雜誌》、澳門力報《創言匯集》專欄撰稿人，多次參與課

題研究以及發表多篇學術期刊文章。 

研究興趣為數字經濟、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發展合作等。 

專題研討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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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智慧城市建設助力澳門社會治理現代化 

建設智慧城市是當前全球城市發展的主要趨勢，澳門特區政府

在近年的《施政報告》把智慧城市建設作為施政重點，推進以智慧

政務、智慧通關、智慧醫療、智慧旅遊和智慧交通為主要內容，實

現信息技術與城市現代化深度融合，進一步提高澳門社會治理現代

化水平。本文從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視角出發，結合澳門智慧城

市的現狀，借鑒國內外智慧城市社會治理經驗，探究智慧城市建設

如何助力澳門社會治理現代化，並進一步提出在社會治理現代化願

景下推動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的建議。 

關鍵詞   澳門；智慧城市；社會治理；治理現代化；新基建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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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梁嘉豪，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碩士，澳門經濟學會青年委員會委員，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青年委員會委員。著作包括《澳門社區經濟研

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發展策略》、《澳門經濟與各產業

發展現狀分析》等，期刊和報章著作包括《澳門經濟振興之財政政策

研究》、《新加坡促進經驗多元創新發展對澳門之啟示》、《新冠肺

炎疫情之下提振澳門經濟的幾點建議》、《國家是澳門應對疫情挑戰

的堅強後盾》等。曾參與澳門經濟學會《澳門經濟景氣指數研究》、

《澳門青年現狀與訴求研究》、《“十四五”時期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研究》、《澳門新時期民生建設策略研究》等多項研究項目。 

專題研討 澳門經濟形勢展望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嘉賓簡介

梁嘉豪先生 

澳門經濟學會青年委員會委員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青年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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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淡澳門綜合旅遊業未來發展 

澳門是富有歷史色彩、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旅遊城市，被中央

賦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綜合旅遊業是澳門的地區名牌，

亦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其為澳門居民提供了充足的就業職位，使政

府獲得充裕的財政收入，令澳門的國際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充分提

升。近年，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外圍經濟環境變

化、內地政策收緊等眾多因素共同影響，本地經濟及旅遊發展受到

一定程度的打擊。為此，特區政府積極應對，提出“旅遊+”融合發

展策略，持續優化博彩業結構，加強宣傳澳門旅遊及相關產品，進

一步落實深化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通過區域合作開發跨境旅遊項目，

致力提升澳門綜合旅遊業的內涵和競爭力，為澳門綜合旅遊業提質、

多元、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持。本文梳理澳門旅遊業近年的發展

進程，歸納特區政府的發展策略及方向，展望澳門旅遊業發展形勢，

指出現時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分析澳門綜合旅遊

業的發展，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政府參考。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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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淡澳門綜合旅遊業未來發展

澳門是富有歷史色彩、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旅遊城市，被中央

賦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綜合旅遊業是澳門的地區名牌，

亦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其為澳門居民提供了充足的就業職位，使政

府獲得充裕的財政收入，令澳門的國際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充分提

升。近年，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外圍經濟環境變

化、內地政策收緊等眾多因素共同影響，本地經濟及旅遊發展受到

一定程度的打擊。為此，特區政府積極應對，提出“旅遊+”融合發

展策略，持續優化博彩業結構，加強宣傳澳門旅遊及相關產品，進

一步落實深化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通過區域合作開發跨境旅遊項目，

致力提升澳門綜合旅遊業的內涵和競爭力，為澳門綜合旅遊業提質、

多元、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持。本文梳理澳門旅遊業近年的發展

進程，歸納特區政府的發展策略及方向，展望澳門旅遊業發展形勢，

指出現時澳門綜合旅遊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分析澳門綜合旅遊

業的發展，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政府參考。 

摘要 Note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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