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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理論探路，適度多元發展就可能空洞化或走不必要的彎路。那麼，澳門為甚麼需要適度多元

發展而不是不設限的多元化發展？如何衡量“適度”的邊際與標準？過去十多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的成績如何？主要的障礙在哪裏？只有全面、客觀、系統地討論這些問題並形成共識，把關於適

度多元發展的理論梳理清楚，才能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找到正確的方向與路徑。 

 

 

一、關於經濟多元化與適度多元發展的討論 

 

在國家和地區發展中，如何引導培育合理且有序的經濟結構，是政府必須權衡的課題。一般來說，

以大國為代表的大型經濟體因擁有較豐富的經濟資源和廣濶的國內市場，國民經濟呈現多元發展的經

濟特徵，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關係相對合理。相比之下，小國或微小經濟體因自身市場狹小，自然

資源相對有限，在參與國際分工的進程中往往會形成較單一或專業化的經濟結構。1 單一經濟結構下

國家抗風險能力差，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就得不到保障。要為經濟發展做好保險，為人民的長遠利益

着想，一個經濟體就要通過多元發展來降低或化解對支柱產業的病態依賴以及這種依賴可能帶來的巨

大風險和高昂的依賴成本。2 

經濟多元發展，是指一個經濟體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同時發展兩種及兩種以上的不同產業，與單一

化相對。就發展的途徑而言，可分為縱向多元發展和橫向多元發展兩種類型。縱向多元發展，是指一

個經濟體為充分挖掘其支柱和主要產業的經濟潛力，從一個產業基點出發，配套和健全完善的產業政

策，並通過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持續加大投入的方式，逐步打通該產業從上游到下游的各個或主要環

節，最終實現本土資本對這些產業關鍵性環節的全面覆蓋或高度主導。橫向多元發展，是指為了扭轉

單一經濟結構所造成的經濟發展局限性，一個經濟體從自身條件出發，在不排斥、不否定縱向多元發

展的同時，出台鼓勵發展除支柱和主要產業以外的其他多個產業門類的政策。 

縱向多元發展主要解決產業深度、精度的問題。一旦縱向多元發展取得成功，形成支柱產業從上

游到下游的一條龍發展局面，被縱向產業的發展水平將居於世界前列，推動和發生縱向多元發展的經

濟體的產業能力將大大增強。橫向多元發展主要解決產業廣度、豐度的問題。一旦橫向多元發展取得

突破和成功，被橫向經濟體將逐步扭轉經濟結構過於單一的不利局面，產業百花齊放的局面一旦形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一個勞動力供給的視角 

 

盛 力、高 婕 

 

 



《“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 3期(總第 41期) 

 

- 148 - 

成，將有效放大被橫向經濟體的經濟幅度和活力，縮短小型經濟體與大型經濟體的產業品位差距。 

一個經濟體究竟是推行縱向多元還是橫向多元，以及何時、如何推行，受政府意志、產業政策、

資源稟賦、市場容量、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等因素影響。“政府意志”、“產

業政策”是經濟體在一定時期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條件，有相當的彈性，甚至會伴隨政府換屆等政治事

件的發生而改弦易轍。“資源稟賦”、“市場容量”是經濟體在一定歷史階段所面臨之客觀條件，相

對穩定，不隨政府換屆等政治事件的改變而轉移。在經濟結構多元化的破題過程中，客觀條件不變或

者難有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主觀條件對於多元發展能否成功就顯得尤為重要。 

就澳門而言，博彩業歷史悠久、要素齊備、經驗豐富，在產業規模、經濟貢獻以及就業總量方面

對澳門經濟社會形成巨大影響。為了保持澳門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澳門基本法》明

確規定，澳門特區政府擁有自行制定旅遊娛樂經濟政策的權力。因此在目前乃至未來可預見的情況

下，博彩業仍將是澳門的最重要的、無法取代的支柱性產業。 

長期以來，鑑於博彩業在澳門的地位，學術界形成了以博彩業為主，“適度”多元發展而非一般

意義的多元化發展的共識。當然，如何衡量與規劃“適度”至今政府尚無規定。此外，圍繞博彩業而

進行的適度多元發展，究竟是橫向還是縱向適度多元，學界迄今也尚未達成共識。3 有學者認為，對

澳門這種小型經濟體而言，比較理想的適度多元發展是縱向發展，即沿着博彩業的產業鏈縱向拓展，

將博彩業的產業鏈做大做強；但反對意見認為，縱向多元雖然可以拉長博彩業的產業鏈，但遇到外部

經濟動盪，以博彩業為核心的經濟結構仍將受到衝擊。也有學者認為，澳門所謂適度多元發展，應在

博彩業之外橫向發展，即發展與博彩業關聯度不高、或者沒有關聯度的新興產業；但反對意見指出，

基於澳門的資源稟賦，尤其在相關法律、勞動力、市場因素影響下，澳門發展非博彩類新興產業十分

困難。 

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經濟體在縱向適度多元發展進展順利的同時，也可找準橫向適度多元發展的

方向4，在橫向適度多元發展取得進展以後，再做好相應的縱向適度多元發展，推動新興產業朝縱深

方向發展，形成本土化的新興產業聚落群。在規劃經濟發展和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小型經濟體應努力

建立兩者間的良性互動關係，而不應該將兩者對立起來，或割裂兩者的相互關係，或只重視一種適度

多元發展而偏廢另一種適度多元發展。 

 

 

二、與博彩業相關的縱向適度多元發展 

 

就澳門而言，適度多元發展就是要突破博彩業主導經濟發展的格局，創造多個產業都能蓬勃發展

的產業形態；在考慮人口規模、資源限制等條件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降低單一經濟結構所帶來

的風險，增強澳門經濟的活力；在不否定、不限制博彩業的前提下，在長足穩定發展中降低博彩業在

澳門經濟中的比重，形成博彩業持續發展、非博彩產業蓬勃發展和特區經濟更強、更好的新格局。根

據其他產業的相對獨立性及其與博彩業的關聯程度，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突破路徑，本質上也是

橫向、縱向適度多元發展的問題。 

縱向適度多元發展，即在博彩業健康發展的基礎上做大做強旅遊、商務、會議、展覽、休閑、文

化、娛樂、特色飲食等與博彩業關聯度較高的行業，實現上下游關聯產業一體化的發展。5 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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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的經驗為澳門提供了參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拉斯維加斯通過博彩帶動旅遊、渡假、

會展、表演等周邊娛樂服務產業的發展，實現了從賭城到娛樂之城的轉變，完成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

級。6 如今，拉斯維加斯博彩業的收入只佔其本地生產總值的 1/4，其他主要收入來自旅遊休閑產業。 

受到拉斯維加斯成功轉型為娛樂之城的啟示，澳門近幾年在與博彩業相關行業的適度多元發展上

取得不少進展。博彩運營商不斷推出非博彩元素，包括奢侈品零售、高端餐飲娛樂、會展活動和表演

活動等，正在把澳門旅遊業提升到新的高度，非博彩收入比重逐漸呈現上升趨勢。以文化表演項目為

例，新濠的“水舞間”、威尼斯人的“太陽劇團”劇場表演、永利的噴泉表演、新葡京的“瘋狂巴黎

表演”等都取得較好的效果。同時，澳門發展的綜合渡假村模式亦得到不斷的擴展，提升了博彩運營

商在舉辦會議、展覽、娛樂活動方面的重要性與參與度。 

從現有經驗來看，澳門的縱向適度多元發展可以放手由市場主導，讓民間資本在澳門特區法律框

架限定的範圍內自由逐利，最大限度地調動和發揮其經濟活動能力和投資積極性。這樣既有利於盤活

博彩業的過剩資本，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更多就業崗位，也有利於增加政府稅收，增強政府的

公共財政投入能力，為政府正在醞釀的新的產業規劃創造寬鬆的社會氛圍。 

 

 

三、會展、文化產業、中醫藥及特色金融等橫向適度多元發展 

 

儘管遇到不少困難，但在澳門特區政府產業政策的指導下，近年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仍然呈

現諸多亮點，會展、文創及特色金融等非博彩產業穩步發展。目前，澳門會展場館總面積超過 140,000

平方米，吸引了不少國際性、專業性的展會在澳門舉辦。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17 年，

澳門共舉行會展活動 1,381項，與會者增加 39.3%，共 24.5萬人次。7 文化創意產業方面，澳門特區

政府成立“文化產業委員會”、“文化產業基金”等系列機構以推進產業發展，文化產業已形成明顯

的市場效應，帶動體育健身、設計和影視、動漫等相關產業發展。金融業長期保持穩定健康的增長態

勢。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資料顯示，2017年末，澳門銀行業國際資產總值達澳門幣 12,856億元，同比

上升 9.9%。8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澳門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發揮澳門作為中葡金融服

務平台的作用，在跨境人民幣業務處理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驗。澳門在狹小空間上推動橫向適度多元

發展取得的成果，既豐富了澳門的產業門類，又為澳門面向高端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的高質量橫向適

度多元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和原始起點。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方向主要有高端服務業、先進製造業、現代中醫藥、文化創意產業等。

其中，離岸性或中介性商貿服務業和高附加值及高技術含量的先進製造業是優先選項。他們與博彩業

關聯度低，或與博彩業無甚關聯，因此，當博彩經濟遇到週期性不景或受外部突發事件影響而不振時，

這些產業能在關鍵時刻為澳門經濟抵禦不測風雲。同時，這些產業的順利發展，將降低博彩業的佔比，

還可能使外來資本在本土化的進程中“被套牢”，產生不可估量的價值。 

關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遇到的困難，有研究者指出，“缺乏土地空間”問題首當其衝。但土

地面積不足是否與發展適度多元產業有必然聯繫？列支敦士登提供了一幅特別的圖景。據世界銀行

2015年的資料顯示，列支敦士登佔地僅 16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37,403人9，人均 GDP卻高達 168,146

美元。10 該國產業門類眾多，涉及一、二、三產業，假牙製造、葡萄酒釀造、郵票發行、旅遊、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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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業發達。11 列支敦士登雖然國土面積小，國民收入卻位於世界前列，產業結構並不單一。這無疑

為世界各地包括澳門在內，提供了小型經濟體成功發展多元經濟的樣板。 

應該說，澳門還未能完全發展出適度多元的產業結構，有土地空間的原因，也受產業制約、勞動

力不足以及制度安排等因素影響。澳門要繼續發展，土地問題仍然是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如果說過

去澳門不斷填海，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那麼未來填海造陸，就是為了解決發展問題。12 澳門應根據

實際情況及未來需求，精心謀劃填海造地的可行方案，用好 85 平方公里海域，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創造更好的條件。 

 

 

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勞動力問題 

 

目前，澳門各行各業勞動力供需矛盾突出，主要表現為總量性失衡、結構性失衡和質量性失衡。

多方面的失衡態勢讓當下許多單位飽受用工難的苦楚，如果任其發展和蔓延而不加約束和改進，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將面臨無人可用或人手短缺的尷尬困境。因此，為了給未來的多元發展謀篇佈局，

應以戰略性的眼光重新審視人的問題。 

 

(一) 勞動力結構失衡 

在總量性失衡方面，宏觀層面上勞動力供給與總人口規模基本呈正相關關係，要增加勞動力供給

保證經濟平穩發展，保持人口規模穩定或適度增長是必要的。然而，伴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女性紛

紛告別傳統家庭角色走入職場，新生人口的哺乳、成長和教育又消耗年輕家庭的有限精力，這使得澳

門年輕世代的生育需求和願望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作為世界上人口生育率較低的地區之一，雖然澳門

2001 年後人口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仍遠低於國際定義的人口自然更替水平；人口結構老齡化問題日

漸突出，適齡勞動力人口比重不斷下降。據澳門特區政府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顯示，年齡在 65歲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總人口的 9.1%13，預計未來十年的人口老化速度將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內生供

給後勁不足。 

微觀層面上，澳門屬於典型的微型經濟體系，其人才流動既有開放性，又有封閉性。14 就開放性

來看，澳門本地人可以在世界各地讀書和工作，如果澳門缺少高質量、多樣性的工作機會，優秀人才

就會流失，造成本地高質量勞動力的不足；就封閉性來看，微型經濟體的特徵決定，為保護本土居民

就業，不能完全放開勞動力市場管制而大量引進勞動力。同時，一些行業的本地居民缺乏必要的勞動

技能，排斥外地勞動力進入。勞動力供求關係的這一特徵，使澳門的勞動力需求關係、政策制定陷入

兩難境地。 

在結構性失衡方面，博彩業“一業獨大”塑造了單一的、失衡的、以服務業為主的澳門經濟，與

此相適應，勞動力也形成了相對單一的、失衡的、以服務業從業人員為主體的結構。即使在以博彩業

為主的服務行業，不同崗位、不同工種的勞動力也出現結構性的失衡。博彩業具有壟斷性，其員工平

均工資水平長期處於高位，對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力產生虹吸效應，其職位空缺數往往較少甚至沒

有。在勞動力供給一定的情況下，其他經濟部門職位空缺數較大。15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除

博彩業外，澳門其他產業職位空缺數量不斷增加。2017年第三季末酒店業的職位空缺達 2,221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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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增加 352個。16 另外，領導人員、經理及專業技術人員所佔據職位空缺率較低，普通就業者、

非技術工人職位空缺率較高。高管之類的領導層人員，居於企業頂端，崗位數量不多，且薪酬優渥，

趨之若鶩者眾；專業性很強的技術崗位，在現代設備輔助下，對人員數量沒有巨量需求，崗位空缺較

少，即使有空缺，往往能較快補充到崗。然而，就基層工作崗位而言，雖然工作性質簡單，但任務繁

重，工作環境較差，流動性很大，需要的人手也比較多，因此往往空缺率較高，導致用工單位常年有

不同程度的用工缺口。 

在質量性失衡方面，從世界各地的經驗來看，經濟的發展會帶動文教的昌隆，而文教昌隆會逐步

提高勞動力的質素，進而反哺經濟發展，實現有高素質勞動力支撐的經濟發展。然而，澳門的經濟發

展與教育發展的關係呈現的是另一種景觀。雖然澳門經濟水平很高，但尚未塑造高質量的文教水平。

以博彩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是，不用讀書太多，也能過得很好。因此，經濟和教育之

間不僅沒有建立起良性互動關係，而且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文教質量的提升。長遠來看，這種拖累

將影響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進程和品質。  

 

(二) 外勞及人才引進政策 

解決勞動力供求矛盾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不可迴避的問題。在內部勞動力的質量和數量補給

不足的情況下，有步驟、分層次地引進外部勞動力就成為必需的、可行的解決方案。澳門回歸以來，

各行各業實際上逐年分批引進了數以萬計的外勞及人才。既然適度多元發展是既定的產業政策，未來

的人力資源政策將不單是如何引進大量外勞，還有如何引進適度多元發展急需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如何引進、引進多少外勞或人才，在澳門是一個較為敏感的問題。資方人士認為，引進外部勞動

力能夠有效解決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助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激發本地僱員競爭意識，提升人才整

體素質，促進與內地交流，創新鞏固“一國兩制”的落實及成效；勞方人士則認為，大量引進勞工會

直接扼殺或影響本地居民的就業空間，如外部勞動力轉為本地居民則會增加人口承載壓力，分薄社會

福利等。 

不論勞方和資方如何表達其意見，現實的困境是，目前中小企業請不到人，尤其是新興產業不能

及時招募到適用的勞動力或人才。長遠來看，當新填土地可以滿足橫向適度多元發展時，會有越來越

多的高端服務業、先進製造業背景的資方雲集澳門，勢必形成與現有企業不盡相同的用工需求。如果

澳門本地人才不符合其用工需求，外勞引進又遲遲不獲允許，勢必嚴重阻礙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步

伐。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在做適度多元發展的規劃時，應通過制定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來努力避免這種

情況的出現。 

 

 

五、結語 

 

澳門近年來新興產業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其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仍受土地和勞動力等因素的制

約。一個經濟體的多元產業格局並非自然而然就能成型，需要揚長避短和充分的產業佈局，更需要因

地因時制宜，借鑑已有的成功經驗，做好相關產業部門的規劃和協調，適時調整相關政策。沒有政府

的頂層設計和切實措施，多元發展就沒有方向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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