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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0 日，

第一辆澳门单牌车从澳门

驶入横琴。2022 年 8 月

22日，澳门非营运小客车

（9座及9座以下）入出横琴

配额全面放开，取消当前

10000 个配额总量限制。

琴澳两地人员来往紧密度

将因此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第一辆澳门单牌车

驶入横琴的“先行探索”，到

如今针对非运营小车的“全

面放开”，不到6年时间里，

琴澳翻开了跨境通关改革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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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0日上午，横琴口
岸入境车道候检处，一辆澳门单牌车
缓缓驶入停在闸杆前方，打开车尾箱
和车窗玻璃，接受海关、边检、检验检疫
三家联检单位监管。随着车主在自助
查验系统上摁下指纹，入境车道通行
提示灯变绿，闸杆抬起，第一辆澳门单
牌车顺利从澳门驶入内地——横琴。

2022年8月22日，澳门非营运小
客车（9座及9座以下）入出横琴配额
全面放开，取消当前10000个配额总
量限制。对符合其他申请条件的澳门
居民采取“即来即办”方式。这意味
着，上述澳门单牌车可自由入出横琴，
不再受配额数量限制，琴澳两地人员
来往紧密度将因此得到有效提升。

从第一辆澳门单牌车驶入横琴的
“先行探索”，到如今针对非运营小车
的“全面放开”，不到6年时间里，琴澳
翻开了跨境通关改革的新篇章。

拓宽澳门单牌车跨境路

一直以来，放宽澳门单牌车入出
横琴条件，不仅是澳门单牌车主争取
多时的基本诉求，更是推进琴澳互联
互通、深入粤澳合作的重要手段。澳
门单牌车入出横琴政策的优化实施，
不仅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投资、就业、
生活，更对促进澳门与横琴协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政策自
2016年12月正式实施以来，6年间多
次实施条件放宽、配额扩容、临时入境
机动车牌证使用有效期延长等便利措
施，推动政策进一步开放。

改变始于2016年5月，横琴口岸
与莲花口岸率先启动“粤澳两地牌小
客车检查结果参考互认”新模式，推动
车辆通关耗时缩短30%。6月，珠澳
两地签署《关于澳门机动车辆入出横
琴的协定》。同年底，澳门单牌机动车
入出横琴政策正式实施，第一批澳门
单牌车驶入横琴。

随着申请量大幅增加，申请条件
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和
2021年四次放宽，配额总量由最初的
400个，逐步增加至10000个。从允
许在横琴投资注册企业、工作、购房的
澳门居民和澳门商户申请澳门机动车

入出横琴资格，到新增允许有工作需
要的澳门公务车辆以及年满18周岁
的澳门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
久性居民）申请资格。

2019年11月，临时入境机动车启
用电子化牌证，有效期从以往的3个月
延长至1年，有效期内电子牌证可多次
入出横琴使用，车主无需重新申请。

今年8月22日，合作区全面放开
澳门非营运小客车（9座及9座以下）
入出横琴配额。一次次放宽澳门机动
车入出横琴政策的背后，是琴澳融合
发展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高度便利
的通关服务正在慢慢改变着澳门居民
的生活方式。

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自横琴口岸启用以来，共查验出入境
车辆约196万辆次，单牌车约120万
辆次，同比分别增长13.3%和230%，
单牌车通关量占车辆通关量逾六成。
车均查验时间约30秒，高效的通关环
境为澳门居民在横琴就业、生活提供
了便利条件。

据了解，待后续横琴口岸二期工
程建设完工并启用后，粤澳相关部门
将根据有关情况商议调整澳门机动车
辆入出合作区申请条件，逐步推动全
面放开澳门机动车便利入出合作区。

一河之隔，一关之间，琴澳更为密
切的互动场景，将在濠江两岸上演。

优化澳门单牌车入出横琴服务

“澳车北上”，跨越的远不止一水
相隔的地理屏障。

澳门单牌车入出横琴政策是推动
粤澳合作创新发展的一项丰硕成果，是
对跨境车辆管理的一项创新尝试。近
年来，横琴通过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
制订促进澳门单牌车申请便利化措施，
并持续进行政策调整，优化通关出行服
务，提升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2021年3月，为解决澳门单牌车
在横琴“歇脚”难题，横琴启用了自动
识别澳门单牌车系统。同月，横琴设
立警保联动点，协助在横琴行驶的澳
门单牌车第一时间办理离岛维修；
2021年 9月，澳门车主无需内地跑
动，在澳门即可完成全部“澳门机动车
入出横琴”申请手续；今年2月，“澳门

单牌车交通出行服务平台”小程序正
式上线运行，帮助相关驾驶员了解合
作区行驶范围、停车分布、政策法规等
信息，同时提供驾驶违法信息通知、报
警求助等便民功能······

政策支持，服务带动。“一揽子”澳
门单牌车交通出行服务，体现了合作
区致力于畅通两地规则衔接，促进民
生融合发展，也是横琴与澳门融合发
展的生动写照。

横琴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每天经横琴口岸往返琴澳两地的澳门
单牌车超2000辆次，其中大部分是在
合作区创业、就业、置业落户的澳门居
民。此次单牌车入出横琴政策再度放
宽，表明合作区建设躬行不辍，琴澳一
体化目标正逐步实现。横琴边检站及
合作区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提供更加优质的通关、出行服务，便
利琴澳两地居民往来。

近期，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就澳门
居民购买单牌车保险的诉求进行深入
调研，推动优化澳门单牌车内地投保
事宜，促成澳门单牌车投保内地商业
保险保费可降低30%。

合作区金融发展局代理局长池腾
辉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澳门7座私
家车为例，投保内地商业第三者责任
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2021年保费为
1895.09元人民币，2022年降费后保
费为 1263.4 元人民币，实际降费
631.69元，降幅近33%。

目前，参与购买内地机动车辆保
险的澳门单牌车近8000辆。“开展澳
门单牌车商业保险降费工作，是服务
澳门居民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的一次
有益尝试。伴随更多的澳门单牌车进
入合作区，单牌车投保内地商业险降
费，为澳门居民出入合作区带来实惠，
也增加了澳门居民往来合作区的动
力，这有助于合作区加快建设便利澳
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池腾辉说。

在澳门单牌车北上门槛放宽的同
时，粤澳两地政府相关部门也在推进
实施“一张保单保两地”。参考早前发
布的“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20
年重点工作”，其中明确指出，要完善
跨境机动车保险制度，争取对经港珠
澳大桥进入广东行驶的澳门机动车

辆，实施“等效先认”政策。该跨境车
险问题的解决有望为跨境车主减轻额
外的车险支出，将会吸引更多澳门青
年人在合作区置业投资、工作生活。

此外，澳门特区交通事务局局长
林衍新表示，“澳车北上”网上申请系
统已进入到测试阶段，将择机上线。
届时，澳门居民申请澳门机动车入出
横琴资格时，可足不出户在手机App
上办理事项。

■2016 年 6 月 21 日，珠澳两地签
署《关于澳门机动车辆入出横
琴的协定》。

■2016年12月20日，首批澳门单牌
车入出横琴启动，第一阶段配额
数量400个。

■2017年12月20日起，澳门机动车
入出横琴配额增加至800个。

■2018年12月20日起，澳门机动车
入出横琴配额增加1700个，总量
达2500个。

■2020年7月20日起，新增2500个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配额，配额
总量增至5000个。

■2021年3月15日起，澳门机动车
入出横琴配额总量由 5000 个增
至10000个。每辆车可登记两名
持内地驾驶执照的驾驶者。每
30天供申请的数量为300辆。

■2022年2月，“澳门单牌车交通出
行服务平台”小程序上线。

■2022 年 8 月，澳门单牌车投保内
地商业保险保费可降低30%。

■2022年8月22日起，全面放开澳
门非营运小客车（9 座及 9 座以
下）入出横琴配额，取消当前
10000个配额总量限制。

澳门单牌车入出
横琴政策时间轴

澳门非营运小客车入出横琴配额今日全面放开

琴澳跨境通关改革翻开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肖皓方
实习生 伍一荻

链接>>>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8月18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民生事务局网页正式上线，网页整合
合作区教育、医疗、文体、社保、澳门青
年服务等领域资讯，发布民生动态信
息，便利琴澳居民全方位、多维度、分
门类、清晰地获取合作区民生服务资
讯，进一步提升民生服务水平。

记者进入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网
页，看到网页界面主色调为蓝绿渐变
色，首页大幅画报十分醒目，整体设计
简洁明快。网页以用户体验为导向，
以清晰的分类、视听结合的宣传视频
增强网页可读性和视觉吸引力。

网页共设置六个一级栏目：“关于
我们”介绍该局的职责、组织架构等基
本情况，并公布相关业务咨询联系方
式；“民生概况”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
形式，介绍合作区教育机构、公立医疗
机构、社会服务机构、文体设施、文体活
动、历史文化资源、澳门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等民生设施；“通知公告”发布相关
通知公告，直击信息发布第一线；“政策
法规”发布合作区民生领域相关政策
法规内容；“动态信息”发布合作区民生
领域动态报道、近期活动等信息；“业务
办理”梳理整合业务领域相关行政审
批及业务办理事项、办理渠道。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网页正式上线

动态发布民生服务资讯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网页截图。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在 2022 南国书香节珠海分
会场开设“家有书香”特色
展区。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8月20
日，在省委横琴工委党建工作处的指导
下，横琴青年之家组织开展“致敬火焰
蓝，安全伴我行”青少年消防安全体验
活动，近30名琴澳青少年走进横琴消
防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参观，深入学习消
防安全知识和体验消防员生活。

活动伊始，消防员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为青少年科普了消防安全知识
并带领青少年依次参观体验消防车、
消防逃生体验屋以及VR灭火体验系
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消防装备和
消防救生器材，参加活动的琴澳青少
年十分好奇，仔细学习各种类别消防
车的用途，在讲解员的引导和鼓励
下，积极体验消防水枪、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

体验过后，就是消防员的表演时
刻，只见两名消防员从四层楼高的位

置，顺着安全绳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
了地上。这一精彩的表现，令琴澳青少
年们敬佩不已，情不自禁地感叹：“消防
员叔叔真是太厉害了！”接着，琴澳青
少年们深入消防员的生活区，干净整
洁的房间中像“豆腐块”一样的被子让
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动最后，
大家在喜爱的消防车前与消防员一起
合影留念，为本次活动画下了圆满的
句号。

据主办方介绍，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的开展，丰富琴澳青少年的暑期生
活，让他们零距离感受到消防员的一
日工作、生活、学习、训练等情况，增强
琴澳青少年关心消防、参与消防的热
情。同时，提升青少年的防火意识，提
高他们对突发火灾的应对处置能力，
为今后应对火灾突发性事故奠定良好
的基础。

“消防员叔叔真是太厉害了！”
琴澳青少年零距离体验消防员生活

2016年12月20日，第一辆澳门单牌车从澳门驶入横琴。（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合作区在2022南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设特色展区

“家有书香”展琴澳特色文化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

2022南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活动于8
月19日开幕，持续5天，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在本次活动中开设特色展区，以

“家有书香”为主题，以“榜样、陪伴、氛
围”为核心创作元素，结合横琴与澳门
两地文化特色和文旅元素，通过沉浸式
体验为市民游客搭建了解琴澳人文历
史、开展艺术交流的平台。

该展区位于珠海国际会展中心5
号馆D7，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
事务局主导设计搭建，根据不同家庭成
员阅读喜好和生活方式，设置了“爸爸
的能量空间”“妈妈的灵感花园”“宝宝
的快乐星球”“爷爷的时光书房”四个开
放式场景。

展位设计邀请了横琴特色文创品
牌观瓷、正安吉他馆、时间艺术馆、日氧
花舍以及澳门独立文创品牌 SAN-
CHIA等特色品牌资源，将优秀文创品
牌融入展区不同区域，共同营造“家有
书香，快乐阅读”的读书场景，构建多角
度、多元素的琴澳特色文化展区。

为丰富展区文化氛围，展位还邀请
了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的学生、
抖音流行吉他手为参展市民带来舞蹈
表演、中西乐器弹奏、音乐快闪等文化
艺术展演，同时还有现场公益阅读、闲
置二手书漂流、手工花艺制作体验等多
种形式的文化互动交流活动，让游客市
民在活动现场领略艺术的魅力，感受琴
澳两地文化之美。

“非常感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能
够提供给我们贴心的上门服务，极大地
缓解了我们家的照料压力……”8月19
日，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
琴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礼堂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感谢分享会，小横琴社区居
民朱阿姨将三面烫金锦旗分别交到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小横
琴社区居委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
东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手中。

“待老如亲关怀暖，体贴入微服务
佳”，锦旗上14个金灿灿的大字是朱阿
姨最想表达的谢意，也是最能代表合作
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成效的“金字招
牌”。朱阿姨特别提到，在享受家居照
顾及支援服务过程里，工作人员态度热

情、服务细致，使得她母亲的精神状态
明显好转，同时大大减轻了她的家庭照
料压力。

为打造高品质的服务，自今年3月
以来，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澳门街坊
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开展家居照顾
及支援服务项目，引进澳门养老服务的
经验技术，同时结合合作区实际情况和
养老需求，从服务流程的标准化、服务
内容的多元化、服务设计的个性化、服
务团队的专业化等四个方面着手，形成
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居家照顾及支援服
务体系。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服务辖
区长者超12000人次。在感谢分享会
上，主持人向参会居民介绍了家居照顾
及支援服务的申请流程。（据南方网）

家居照顾服务待老如亲体贴入微
合作区居民送锦旗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