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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民生融合進展

澳人關注樓價 入琴盼做業主
期待醫教交通等配套對接 每環節優化細化

橫
琴解

讀
系
列

「相比目前澳門每平方米樓價

平均在13萬元人民幣左右，橫

琴5萬到6萬元人民幣左右的樓

價，確實有一定的吸引力。」澳

門居民甘小姐說。近日公布的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再次引發澳門民眾赴橫琴發展以及置業的

熱烈討論，多位受訪澳門居民表示，期望

能在橫琴圓上樓夢，更希望合作區相關配

套政策能盡快優化，交通、教育、醫療等

對接澳門，每一個環節都要細化，為澳門

居民在合作區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

供更加便利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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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快推進「澳門新街坊」
建設，對接澳門教育、醫
療、社會服務等民生公共
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有
效拓展澳門居民優質生活
空間。

2. 推動全面放開澳門機動車
便利入出合作區。

3. 支持澳門醫療衞生服務提
供主體以獨資、合資或者
合作方式設置醫療機構，
聚集國際化、專業化醫療
服務資源。

4. 允許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臨
床急需、已在澳門註冊的
藥品和特殊醫學用途配方
食品，以及使用臨床急
需、澳門公立醫院已採購
使用、具有臨床應用先進
性（大型醫用設備除外）
的醫療器械。

5. 研究支持粵澳共建區域醫
療聯合體和區域性醫療中
心，增強聯合應對公共衞
生突發事件能力。

6. 建立合作區與澳門社會服
務合作機制，促進兩地社
區治理和服務融合發展。

7. 大幅降低並逐步取消合作
區與澳門間的手機長途和
跨境漫遊費。

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將推
動全面放開澳門機動車便利入出合作
區。澳門居民阿全期待「澳車北上」
能持續擴至全廣東。而澳門特區政
府方面透露，只要解決有關的海關
承諾及保障等問題，相信「澳車
北上」不單只是橫琴，甚至可能
包括整個廣東省範圍。據悉，粵
澳有關部門在磋商「澳車北上」
相關擴展政策及配套措施。
阿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現在申辦澳門單牌車往返橫琴
很方便，而且橫琴已打造智慧
停車系統，澳門單牌車可以便
利出入橫琴智慧停車場。據
悉，隨着澳門單牌車入出橫琴
政策落地實施，申請條件亦不斷
放寬，並推動延長澳門機動車入
出橫琴資格的有效期，目前總配
額增加至1萬輛，條件放寬至年滿
18歲的澳門居民，以及有工作需要
的澳門公務車輛可申請入出橫琴。
目前處於資格有效期內可入出橫琴的
澳門單牌車已突破6,300輛。

推進軌交聯通 融「一小時生活圈」
未來琴澳還要在「硬聯通」上進一步便
捷化。合作區將「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支持澳門輕軌延伸至合作區與珠海
城市軌道線網聯通，融入內地軌道交通
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投資35億澳門
幣的澳門輕軌橫琴延伸線已啟動建設，將
在橫琴口岸與廣珠城軌延長線、廣珠澳高
鐵、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際珠海段等實
現互聯互通，不僅滿足合作區日益增長的
客流需求，提高通勤效率，而且促使珠澳
攜手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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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李薇 珠海報
道）作為澳門知名
的葡式茶餐廳，太子咖
啡美食在澳門已經營 12
年，現有3家直營店，橫琴首
家門店今年7月亦正式營業。因口
味地道、環境優美，每到中午時分，
這裏人頭攢動，擠滿在附近橫琴澳門青
年創業谷上班的青年。
「橫琴餐廳有180平方米的店面，設有20多張
餐桌，可容納百人；而橫琴方面給予裝修補貼每平
方米600元人民幣。」餐廳負責人關欣宇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為保證新店運營順利，店面有3名員工由澳門店派
來，他們每日需往返兩地，「現在琴澳交往日趨緊密，跨境車
輛不斷增多，像我開車經橫琴口岸回澳門，遇到早晚高峰期，有
時堵車大概在45分鐘以上。不過，走港珠澳大橋會更省時方便。」
「店裏使用的臘魚、朱古力粉、花生醬等原材料需從澳門直接
採購，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之前，食材經海關時的抽檢流
程仍頗為麻煩。最初我們並不確定哪些東西可以大批量帶到內
地，譬如開業時我們曾從澳門帶了36隻陶瓷杯過關，結果被海關
告知最多只能帶兩隻。」關欣宇表示，隨着合作區的建設，明確
貨物「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對餐飲食材運輸乃至很多企
業運營都是極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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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年滿18周歲的澳門居民申請
單牌車入出橫琴的配額指標，
由每月300輛增至500輛。

2. 截至目前通過備案可在橫琴行
駛的澳門單牌車數量已突破
6,300輛。

3. 澳門輕軌橫琴延伸線正在建
設，將在橫琴口岸與廣珠城軌
延長線、廣珠澳高鐵、南沙至
珠海(中山)城際珠海段等實現互
聯互通。

4. 橫琴居住的澳門居民率先實現
跨境參保，目前90%常住橫琴
的澳門居民領取了珠海社會保
障卡。

5. 在珠海參加醫保的澳門居民超
過2.4萬人，在橫琴就醫的澳門
居民超過10萬人次。

6. 橫琴多家中、小學及幼兒園分
別與澳門坊眾學校、澳門婦聯
學校就締結姊妹學校簽訂協
議。

7. 對區內工作或居住的港澳居民
子女以「政策性照顧類學生」
優先安排公辦學位，截至目前
共有100多名港澳學生在橫琴
就讀。

8.「澳門新街坊」項目首期料2023
年完工，約可提供4,000套住
房，容納的澳門居民預計將超
過1萬人。

9. 澳門居民在橫琴購置各類物業
超1.1萬套，而港澳居民可通過
跨境住房按揭業務在橫琴購買
住房，已累計發放貸款超9億美
元。

10. 澳門街坊總會將社區管理複製
到橫琴，設橫琴綜合服務中
心，為在橫琴的澳門及本地居
民提供服務。

之

▲澳門的茶餐廳在橫琴
開店。 受訪者供圖

▶在橫琴就醫的澳
門居民累計超過
10萬人次。
受訪者供圖

◀澳門單
牌車經申請

可入出橫琴。
受訪者供圖

●● 橫琴合作區建設為澳門居橫琴合作區建設為澳門居
民提供生活就業新家園民提供生活就業新家園。。圖為圖為
澳門家庭在橫琴遊玩澳門家庭在橫琴遊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橫琴與澳門往來確實日趨便捷，橫琴新口岸、

青茂口岸均實施24小時通關，『合作查
驗、一次放行』模式，為每天需往返兩地人士提供莫大便
利。」一直留意橫琴發展的澳門居民甘小姐表示，對澳門居
民而言，鄰近的橫琴是一片有潛在發展空間的寶地，畢竟澳
門地小人口密集，居住環境日漸狹窄。而橫琴面積約106平
方公里，是澳門面積的3倍。

樓價勢升盼控制得宜
目前橫琴樓市均價在每平方米5萬到6萬元人民幣左右。對
此，甘小姐認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我也聽到在橫琴居住
的街坊說，其實近幾年橫琴樓價已上漲了一輪，隨着合作區
建設，預期橫琴樓盤更受關注，價格將高企。」她表示，如
果未來合作區有關部門能有效控制樓價至更合理水平，周邊
與澳門銜接的配套更加完善，並推出更多給力措施解決澳門
居民的居住需求，料能進一步鼓勵居民赴橫琴發展及生活，
成為安居樂業的新家園。
「我關注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好幾年了，珠澳政府也
持續推出相關優惠政策，該項目不僅將率先對接澳門教育、
醫療、社會服務等民生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且面向
澳門居民採用『限地價、限房價、限銷售對象』的方式，期
待開售時價格能合心水，早日能圓上樓夢。」澳門居民林小
姐直言，如果琴澳交通接駁更加便利、社會服務設施等更加
到位，澳門居民入琴動力會更大。

跨境按揭買樓超70億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作為珠澳深度合作的一項重要綜
合民生工程， 澳門新街坊項目集澳門居民在橫琴居住、教
育、養老、醫療等功能為一體。

該項目目前樁基工程進度
約完成 70%，整體工程預計
2023年上半年完工。首期建成後大
約可提供4,000套住房，預計容納超過
1萬個澳門居民。而澳門特區政府方面透
露，項目首期若受歡迎，未來可以商議再下一
期。
近年澳門居民到橫琴居住生活的意願日益增強。

目前澳門居民在橫琴購置住宅、商舖等各類物業超
1.1萬套，辦理居住證超7,000人。港澳居民可通過跨境
住房按揭業務在橫琴買樓，至今已累計發放跨境按揭貸
款超9億美元（約70億港元）。
琴澳青年創業就業協會理事長劉智龍認為，合作區大大

拓展了澳門的發展空間，而且從民生領域入手，構建一個琴
澳一體化融合的工作和生活空間，必將吸引更多澳門居民乃
至國際人士到橫琴就業、生活、創業。
「合作區給澳門提供了更多的機遇和發展空間，未來將更

好地解決澳門居民就業、創業、居住、經濟等問題，是一個
新的里程碑。」澳門街坊總會理事長吳小麗表示，總會已成
立橫琴綜合服務中心，將積極地和橫琴各個政府部門合作，
以線上和線下的方式舉辦政策宣講會、諮詢會，將惠澳政策
推廣到澳門居民中間去，更好地為澳門居民提供多元化的社
會服務。
在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教授婁勝華看來，澳門地理空間

相對比較小、土地缺乏，橫琴提供了新空間，並在教育、
醫療、通勤、通訊等民生配套方面做了安排，將有力吸引
澳門居民到橫琴生活，深層次促進兩地一體化發展。

●● 橫琴住宅樓盤近年獲港橫琴住宅樓盤近年獲港
澳客戶青睞澳客戶青睞。。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