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今天是澳門回歸二十周年的紀念

日，對廣東資深導遊陳家立而言，亦是

職業生涯上值得紀念的日子。入行近二

十年的陳家立，是嶺南控股廣之旅旅行

社領隊。2003 年，港澳個人遊開放

後，他試過一個月有28天帶領團隊往

返港澳之間，在拱北口岸「打蛇餅」

（編註：形容隊伍排得很長），排2小

時是家常便飯。「如今數分鐘即可自助

過關，跟過去真是天淵之別。」他有感

而發，四通八達的高鐵，將赴澳門的遊

客從珠三角一帶擴展至內地各省，「港

澳聯遊」也拓展為如今一站多程的「大

灣區遊」。以前澳門街坊聽不懂普通

話，如今茶餐廳店員、出租車司機都會

主動用普通話問好。「這二十年間，我

們離澳門越來越近了。」

深挖「澳門+」DIY旅遊線路

口岸銀行：見證珠澳融合發展

拱北通關：昔排長龍今數分鐘
入行廿年粵導遊：「我們離澳門越來越近了」

■責任編輯：李才瑛澳門回澳門回歸歸2200 周周 年年A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
報道）澳門回歸20年，旅客從「港澳
聯遊」逐漸過渡到「粵港澳大灣區
遊。」嶺南控股廣之旅粵港澳總部副
總經理、資深港澳遊專家李念陽表
示，澳門特區旅業經歷了接待資源數
量增長、質量提升的時期。「由於收
入水平提高，廣東遊客對澳門旅遊產
品的需求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傳統
的港澳聯遊已不再能滿足他們的需
求，赴澳門參觀特色建築群、感受花
園城市美態、領略東西交融文化、品
嚐中西佳餚美食、參與國際旅遊體育
盛事和展位等，都能成為旅客赴澳門
的需求。」

引入美度假村酒店模式
李念陽說，在接待資源上，隨着澳

門路氹地區的開發，銀河、金沙等高
端酒店集團迅速進駐，並引入美國拉
斯維加斯度假村酒店模式，為澳門地
區增加了大量酒店、餐飲、玩樂資
源；在遊玩內容上，2005年澳門歷史
城區申遺成功，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又頒予澳門創意城市網絡「美食
之都」稱號，「世界文化遺產」和
「美食之都」這兩張名片令澳門旅遊
魅力進一步煥發。
因為更深層次的體驗需要，簽證手

續簡化利好，遊客也漸漸傾向把澳門
作為獨立的遊覽目的地，且重複遊覽
次數增多、平均逗留時間範圍擴大至
1天到7天不等。「為適應遊客新需
求，我們針對澳門旅遊產品也進行大
刀闊斧改良，在保留經典旅遊線路的

基礎上，開闢出以觀賽、參展、文
化、美食等為主題的特色線路。」李
念陽介紹，同時，為迎合自由行遊
客，廣之旅同步推出大批可以根據自
身需求DIY線路內容的產品，涵蓋往
返交通、景點門票、酒店住宿、導遊
服務等個性化預定服務。
「2006年，廣之旅接待的赴澳門團

隊遊和個人遊旅客量增長齊頭並進；
並在隨後的10年中，個人遊旅客量增
長進一步擴大，成為赴澳門旅遊的
『絕對主力』。」廣之旅新聞發言人
官鍵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內地
旅客到澳門旅遊可玩的區域擴大的同
時，近年來越來越多澳門市民熱衷入
境自駕遊，飽覽祖國大好
山河。

踏入12月，氣溫微涼，陽光耀眼。這讓陳
家立回想起自己在15年前、第一次帶澳

門團出遊的那個早上。「那時可選擇的交通方
式很少，一早六點多就要出發。」天微微亮，
陳家立舉着小旗子在清點人數，頭戴白色鴨嘴
帽的遊客心情輕鬆地踏上大巴。對當時的廣東
遊客而言，剛回歸不久的澳門特區，仍是個帶
着神秘色彩和有着無限吸引力的地方。
1999年，拱北口岸聯檢大樓正式通關啟
用，這是從珠海到澳門的必經之路。而在澳門
回歸前，拱北口岸尚未開通，港澳團隊遊只能
從粵通碼頭乘船前往澳門，此番折騰更是讓近
在咫尺的澳門變得遙不可及。

高鐵拓展客源
那時候的拱北口岸的遊客密密麻麻，「排
隊1到3小時是家常便飯。」陳家立笑言，現
在除了拱北口岸，還新增了橫琴口岸以及港珠
澳大橋的珠海口岸，旅客過關有更多選擇。
「而且過去大多數赴港澳遊客都來自珠三角，
高鐵開通之後，越來越多其他省份的旅客過
來。」陳家立說。數據顯示，1999年，澳門
年接待遊客數量約700萬人次；2018年，澳門
接待遊客數量已達3,580.4萬人次，增長超過
400%。
個人遊開放後，赴港澳旅遊團持續火爆，
每天出行的人數居高不下，廣東大大小小的旅
行社忙着組團、發車、出團。「當時幾乎所有

旅遊社都在大力招人，港澳專團的領隊
供不應求。」陳家立記

得，當時廣之旅光是港澳團領隊就有100多
人，周日一天有超過20台大巴從廣州出發，
浩浩蕩蕩地往港澳方向行駛。「一輛大巴最多
坐45人，我常常帶着滿滿一車人出發。一個
月下來，幾乎有 28 天都在香港和澳門帶
隊。」
在個人赴澳遊開通初期，遊客大多只能按

照行程規規矩矩地參觀「澳門八景」，時間和
行動也不自由。「當時不少遊客的標配是一個
大行李箱，到澳門各景點打卡之後，就開始陸
陸續續湧到大超市買藥品、生活用品等，場面
墟冚（編註：形容熱鬧）。」陳家立說，當時
很多澳門人不懂普通話，有些內地遊客坐出租
車都要打電話給導遊幫忙「翻譯」。那時旅客
想買手信要排隊，到餐廳吃飯又要排隊。「內
地遊客熱情很高，但澳門好多配套設施未完
善。現在到澳門旅遊，特色景點多了，餐廳、
手信店也越開越多，現在旅客去澳門『買買
買』很少要排長隊，而且很多店家支持移動支
付，真是方便不少。」

推「一程多站」模式
「港澳聯遊」也往「大灣區遊」轉變。陳
家立說，現在還出了更多旅遊產品，除了港澳
遊，還可以順便安排到中山、珠海、廣州等城
市一起遊玩。嶺南控股廣之旅粵港澳總部副總
經理、資深港澳遊專家李念陽表示，近3年
來，澳門的旅遊產品創新更多呈現在大灣區內
的互聯。他說，粵港澳大灣區「一程多站」旅
遊產品更加豐富，如澳門+橫琴、澳門+粵西
溫泉、澳門+世紀工程、港澳+橫琴、橫琴看
澳門等不同線路也越開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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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距離珠海拱北口岸 300 多米的地
方，一家銀行見證了澳門回歸20年
來珠澳的融合發展。從買菜購物到
安居樂業，如今澳門居民已成為珠
海的常客。
毗鄰口岸的中國農業銀行珠海口岸
支行成立於1988年。「早些年，我
們口岸支行只能幫助客戶收零星外
匯，做現鈔兌換。」農行廣東珠海分

行行長林武忠說，「現在，我們的服
務已經延伸到兩地居民工作生活的方
方面面，口岸支行個人有效客戶中，
港澳籍客戶佔比已超過80%，我感到
珠澳人民的心越來越近。」

推動珠澳投融資便利化
隨着珠海對澳門居民落戶、購

房、社保等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
的澳門居民選擇在珠海工作和生

活。農行廣東珠海分行為近2,000名
澳門客戶發放貸款，金額超過20億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住房
按揭貸款、生產經營類貸款佔比分
別達到46%和49%，為澳門居民在
珠海安居、創業提供了資金支持。
據了解，澳門回歸20年來，農行
廣東分行圍繞珠海和澳門城市發
展，參與了許多重點項目建設，為
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人工島、橫琴
口岸、拱北口岸配套商業等重大口
岸設施及配套項目提供融資服務，
為對澳供水項目提供了外匯解決方
案及資金結算服務，為橫琴及十字
門中央商務區等服務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化的項目提供了金融方案。
2009年，農行廣東珠海分行辦理
全國農行系統第一筆跨境人民幣收
匯業務，目前與港澳地區發生的跨
境人民幣年交易量接近300億元。
今年11月，農行廣東分行獲批接入
自由貿易賬戶分賬核算業務系統，
進一步推動了珠澳貿易及投融資便
利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在澳
門回歸20周年之際，常住橫琴的澳門居民參加珠
海市基本醫療保險，即可到中國銀行橫琴自由貿
易區分行享受醫保中銀「一站通」服務，「只跑
一次」且1小時即可辦妥。據悉，醫保中銀「一
站通」服務屬於全國首創。
據了解，珠海市政府今年6月印發《關於常
住橫琴的澳門居民參加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險試
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正式試點常住橫琴的澳

門居民參加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險，
便利澳門居民來橫琴學習、就業、
創業及生活。但該項目開展後，澳
門居民參保辦理社保卡需多次往返
政府機構和銀行，過程繁瑣，費時
費力。

只跑一次 1小時搞掂
為解決上述問題，橫琴中行在珠

海人行和銀保監分局的指導下，與
橫琴新區管委會、珠海市醫保局等
政府部門溝通研討解決方案，為常
住橫琴的澳門居民辦理社保卡提供
「一站通」服務的項目，將澳門居
民原先需分別前往社保局、稅務

局、銀行、定點門診辦理手續的過程統一整合
到橫琴中行，實現參保「一站式」辦理。香港
文匯報記者獲悉，整合後，澳門居民參保由原
來要跑4個部門、耗時20餘個工作日，縮減至
「只跑一次」且1小時即可辦妥，極大地便利
了澳門居民在珠參保。而此次醫保中銀「一站
通」服務亦開創了政銀醫合作新模式，對深化
粵澳醫療保險服務乃至其他領域的推廣實施具
有積極的參考價值。

■廣之旅資深領隊陳家立見證了赴澳遊的火
爆。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常住橫琴澳門居民可享珠海醫保

■常住橫琴的澳門居民可參加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險。圖為澳門
居民領到社保醫保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

■隨着粵澳兩地交通設施互通，澳門市民自駕
車入境內地旅遊成為潮流。 受訪者供圖

■隨着珠海對澳門居民落戶、購房、社保等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的澳門
居民選擇在珠海工作和生活。 資料圖片

■1999年，澳門年接待遊客數量約700萬人次；2018年，澳門接待遊客數量已達3,580.4萬人次，增長超過400%。圖為
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開通，大批旅客赴澳遊玩。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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