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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于1月10日曾报道《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居民

就业若干措施的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向社会征

求意见的消息。

该《暂行办法》提出，在横琴

全职工作的澳门居民，三年内或

可每月领取补贴，补贴金额最高

可达12000元/月；来横琴创业的

澳门居民，或可一次性得到5万元

的创业资助；聘用澳门居民的用

人单位，或可每年获得奖励。

政策涵盖了就业补贴、执业

奖励、创业资助、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用人单位聘用澳门居民可获

奖励、用人单位聘用澳门居民可

获社保补贴等方面。

《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发

布后，引起众多澳门居民和专家

的关注和讨论。

在受访中，多位专家与不少

澳门居民表示，该政策将对在澳

门产业比较单一、疫情期间澳门

经济受到影响的现实情况下，拓

宽澳门居民就业渠道、稳定社会

发展，起到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如何更好地吸引澳门居

民到横琴就业、创业，澳门居民和

专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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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持平建议，补贴政策对
吸引澳门人就业、投资能起
到直接作用，可以在短期内
见效，但同时要考虑长期的
效应。

“澳门居民过来横琴后，尤
其是投资创业、有技术专长或
在海外拿到理工类专利的人
才，对于这类人才，需要有跟进

投资服务的政策，提供投资创
业方面的服务平台，包括金融
支持、产品孵化、可联系上下游
的服务平台，让科创和专利在
横琴能够落地，能够开花结
果。吸引人才的同时，也要能
留得住人。”袁持平表示，投资
创业能带动就业，这是可持续
发展的。

建立投资创业方面的服务平台

对于《暂行办法》政策，不少澳门居民与专
家认为，此举将推动更多澳门居民来到横琴就
业和创业。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袁持平表示，《暂行办法》覆盖面
广，补贴措施多元，涵盖了澳门居民的就业、创
业等多方面，在目前澳门经济面临挑战的情况
下，为澳门居民拓宽就业渠道、稳定社会发展，
起到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澳门新传媒发展促进会会长刘奕群表示，
《暂行办法》对澳门居民在横琴就业、创业方
面给出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这是鼓励澳门居
民走入横琴新家园的新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
的。

他认为，澳门的产业较为单一，澳门青年
在就业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并且由于目前疫

情对澳门经济产生的影响，澳门青年在择业
上面临更多的考验。

“对于澳门青年来说，融入横琴是顺应澳
门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横琴是扩大澳门人生活
圈、改进生活方式的一个大平台和载体。”刘奕
群提到，澳门青年在寻求个人发展空间上可做
更多的努力。

澳门青年联合会青年创业工作组副召集
人、澳门工会联合总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曾婉
雯认为，对澳门人到横琴工作给予补贴，这是
非常好的政策和措施。

“合作区的补贴政策将起到外部推动的作
用，是吸引更多澳门居民来到横琴就业和创
业的第一步。”曾婉雯认为，补贴能解决薪水
的问题，比如学士毕业、从事文职工作的澳门
人，在横琴的工资加上补贴后，换算成澳门币

后可达1.5万元，如果是在内地生活，也是不错
的。

从事品牌销售、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文化
旅游行业的曾婉雯，来横琴创业已经三年，
她对国家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感受到
内地市场的庞大。她认为，对澳门人来说，
合作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澳门青年人
应该抓住机会，走进横琴，更多地了解国家
的发展。

“澳门青年走出第一步后，接下来要做的
是个人职业能力的发展和提升，澳门青年有国
际视野，对海外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在职业技
能提升后，用好澳门平台，并将这些优势进行
结合，促进内地市场与海外市场的更多结合，
相信在职场上的发展将会更好，走得更远。”曾
婉雯表示。

补贴措施多元 为澳门居民拓宽就业渠道

在澳门开音乐教育培训中心的“90
后”黎翰澄是一名澳门居民，去年在横琴
成立了公司，从事钢琴销售。他提到，在没
有补贴政策之前，他在横琴比较难招聘到
澳门人，而如果员工是居住在珠海主城区，

考虑到他们上班距离远，同样也很为难，
最终他的公司只好将运营点搬到了珠海的
主城区。

“在横琴创业，最难的就是解决人手的问
题，这需要政府的政策来推动，我相信补贴政

策将起到很好的作用，吸引更多澳门人前来横
琴就业，对招聘澳门人的企业进行补贴，也降
低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未来，在人手足够的情
况下，我将考虑把公司运营点搬回横琴。”黎翰
澄表示。

政策有助于澳门企业减轻成本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发布后，在澳门大学
生群体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澳门大学
生表示，对该政策都有所了解，形式多元的补
助、奖励措施，吸引了他们将密切关注补贴措
施的后续修订与落实。

在澳门大学就读的大学生朱铭琨提到，对
于刚毕业的本科大学生来说，在横琴工作，加

上补贴后的工资，很可能会超过他们在澳门本
地拿到的薪资水平，因此很多大学生非常欢迎
这个措施的进一步落实。

在采访中，也有部分澳门居民认为，虽然
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还是要看具体企业能为
员工开出多少薪资，如果能与澳门薪资水平
持平、甚至高出澳门水平，将更能吸引澳门居

民来到横琴工作。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澳门人对横琴补贴措施

实施的未来表示担忧。澳门居民黄天俊说：“就业
创业补贴政策中，很多都写了不超过36个月，即
只有三年，三年之后又如何，内地和澳门的工资还
是有一些差距，以就业人员的角度考虑，三年后计
划结束，大家是不是还会考虑回澳门就业呢？”

补贴政策吸引澳门大学生关注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进一步丰
富居民业余生活，增强社区居民凝聚力，1
月13日上午，小横琴社区党委、妇联、小
横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珠海市
阳光时代慈善会在小横琴社区开展小横
琴社区巾帼制作手串活动。此次活动是
小横琴社区“巾帼向党，艺益同行”“民生
微实事”项目系列活动之一。

活动开始前，社工先向大家展示已经

制作好的手串，为大家讲解手串编制所需
要的材料组成、串珠的方法、技巧和颜色
搭配。现场的手串材料包由社工先搭配
好基础的配件种类，让到场的妇女挑选自
己心仪的手串材料包。

现场的妇女们很多都是第一次做手
串，纷纷专心投入到了手串制作中。现场
气氛热闹温馨，工作室里不断传出爽朗的
笑声。大家时不时还会互相探讨手串的

各种串法以及搭配的讲究，在遇到困难
时，社工也会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学，大
家互相鼓励帮助。不一会儿，一串串色彩
亮丽的手串呈现在大家眼前，看着一颗颗
小珠子经过自己的双手变成精美的工艺
品，妇女们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分享环节，大家把制作完成的手串佩
戴了起来，脸上充满兴奋和喜悦。一位姓
刘的女士表示：“这次活动非常有趣，自己

对手工这方面特别感兴趣，难得和这么多
姐妹一起参加活动，感觉很开心，希望社
区能多举办这种活动，给我们女性增加一
个交流的平台。”

本次制作手串活动，不仅让社区妇女
体验了自己手工编制的快乐，锻炼了动手
动脑能力，愉悦身心，陶冶情操，更激发了
社区妇女的兴趣和爱好，提升了社区妇女
的文娱生活。

小横琴社区开展制作手串活动

一起体验手工编制的快乐

小横琴社区开展制作手串活动。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对于《暂行办法》的政策，
在横琴创业的黄茵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意见稿中多次提
到首次，希望能够明确这个首
次的概念。因为前期不乏有
一些早期曾尝试到横琴就业
创业但离开的人群，也有一些
至今仍在横琴就业创业的人
群，希望可以考虑到这些早期

的人群，能采取从高不重复原
则，只要不曾申请过相关补
贴，或者申请过但金额比现有
政策低的人群都可以享受这
一政策。”

同时，也有不少澳门居民
提到，建议就业、创业补贴的申
请流程和途径能更便捷，减少
补贴发放的时间和周期。

应明确首次的概念

对于《暂行办法》的实行，
刘奕群建议，除了对澳门居民
有补助的政策，还应有就业岗
位对接等配套机制。

“虽然有了补贴，但是澳门
居民能否在横琴找到合适的工
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横
琴有什么岗位，如何提供信息
指引？对于企业来说，哪些澳
门人才是适合他们的，需要相
关部门进行信息方面的衔接，
这样措施才能有所依附。”刘奕
群表示，“如果澳门居民和横琴
的企业互相不了解，是很难走
到一起的。”

“90后”朱颖新同样提到
这个问题。“目前存在一个难
题，就是不太了解内地的招工
渠道，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在内
地找工作，怎么去投简历。”他

表示，希望有统一的招聘平台，
或者更多的招聘会，让澳门居
民有更多的了解。

“合作区的招聘咨询如何
到达澳门青年人手上，目前
还是存在一定的渠道断层，
未来应该可以更多地发挥澳
门社团的力量，协助澳门青
年在合作区找工作。”曾婉雯
建议，可尝试由澳门青年去搭
建招聘服务信息发布平台，
采用澳门青年熟悉的、有澳
门风格的宣传方式提供信息
服务。

“希望有更多已经在横琴
就业创业的澳门青年，在平台
持续性分享在合作区的工作经
历和经验，通过这样有温度的
方式，带动更多澳门青年人来
到合作区。”曾婉雯说。

搭建就业创业信息对接平台

对于如何更好地吸引澳门
青年到横琴就业和创业，刘奕
群建议，可加大对澳门大学生
在横琴实习的资助，让他们提
前对横琴有实际体验，有利于
他们提前做好在横琴的职业生

涯规划。
“同时，组织更多澳门青年

来到横琴考察参观，了解横琴的
建设，包括企业的运营发展，要
实地了解才能让大家心动，心动
才能有行动。”刘奕群建议。

加大澳门大学生在横琴实习的资助

不少澳门居民提到，除
了就业补贴外，通关的便利
性也是吸引澳门人前往合作
区就业和创业的考虑因素
之一。

朱颖新提到，虽然目前通
关已经比以前便利，但是上

下班还是要进出关闸，感觉
比较麻烦，希望通关能够更快
速。“比如，轻轨能尽快开通，
上车前就能完成过关手续，下
车就到达横琴，不用在澳门
先找交通工具过关，到了横
琴还要再通勤。”

希望通关更加便捷快速

对于澳门人在横琴创业
方面，刘奕群建议，扶持力度
可以再加大，方式上可以有更
多创新。“可考虑加大创业初
始资金的扶持力度，鼓励澳门
人在横琴创业，包括小微企
业，拉动更多澳门人在横琴的
就业，有利于聚集横琴的人
气。”

刘奕群提到，合作区还可
考虑建设澳门青年公寓。“以

就业补贴吸引澳门青年人后，
将面临着如何在横琴落脚的
问题。”

“澳门的房价和房租高，不
少澳门居民的居住环境有局
限，来到横琴后，如果有公寓可
以廉租的方式提供给澳门青年
租住，从而形成群居效应，形成
青年社区，将有利于带动更多
澳门青年来到横琴工作。”刘奕
群建议。

加大创业初始资金的扶持
建议建设澳门青年公寓

袁持平表示，除了就业创
业补贴外，横琴的生活配套措
施同样需要跟得上。“澳门居民
来到横琴后，就业、医疗、住房、
教育都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

题，可否考虑澳门的中小学在
横琴开分校、澳门的医院在横
琴开分院，以及服务业方面更
放开等，让更多澳门居民熟悉
的配套措施也走入横琴。”

为澳门居民提供更多熟悉的配套措施

澳门青年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参加招聘会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