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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務範疇 2016 年度施政方針介紹  

行政法務司司長 陳海帆  

2015 年 11 月 23 日 （ 星 期一）  下 午 3 時  立 法 會 會 議 廳  

尊敬的賀主席、各位議員：  

下午好！  

2015 年，是本屆特區政府開局的第一年，也是為未來

行出堅實第一步的一年。行政法務範疇按照行政長官對澳門

發展的總體方針，秉承“以人為本＂、“科學決策＂的施政

理念，配合把澳門建設為“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定

位，以及實現善治的目標，緊扣公共行政管理的各項核心要

素，對行政架構、内部組織運作、人員管理，以及立法統籌

和行政程序等規劃了全面和系統的改革措施，制定了整體規

劃、實施策略，以及工作時間表，而且在主要環節上已完成

了基礎的制度建設，並在重整行政架構、理順政府部門職

能、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完善法制建設及強化民生服務等方

面開展了一系列的工作。以下謹向各位議員逐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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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行政領域  

一、  以精兵簡政為主軸，制定了首階段的職能架構重整計

劃，在兩年内重組 15 個部門，並撤銷當中 6 個部門。

為進一步發揮諮詢組織的功能，全面檢討了現有 46

個諮詢組織的職能，對不同政策範疇的諮詢組織提出

了優化的建議。同時，對諮詢組織成員的任期及兼任

制度作出了規範，並逐步加以落實。  

二、  成立研究小組，根據《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對非政

權性市政機構的職權、職能、組成及成員產生方式等

開展研究。  

三、  全面推動電子政務的發展，制定了《2015 年─2019 年

澳門特別行政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以 “服務和協作 ”

為導向，以滿足政府部門、公務人員及市民等各方使

用者的需要為基礎，構建相應的電子平台，同步推進

跨部門合作、公共服務電子化，以及簡化行政程序等

工作，期望達到整體提升政府工作績效的目標。  

四、  積極推進公職制度的改革，完成修訂《公務人員的招

聘、甄選及晉級培訓制度》的諮詢工作，以及對 20

個特別職程的全面檢討。此外，已完成“分級調薪制

度＂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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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提高公務員隊伍的素質，強化執法的能力，我們在

公務人員培訓方面進行了多項改善工作：深化現行的

國情培訓項目，重點加強公務人員對國家政治體制和

社會發展的認識，並將有關“一帶一路＂的國家重大

政策内容加入課程内；重新規劃法律知識的培訓框架

和内容，擴大《基本法》課程的培訓對象。此外，還

持續舉辦了不同類型的葡語課程，提升公務人員的葡

語水平。  

六、  逐步完善績效評審機制，試行引入第三方學術機構，

對三個部門的服務素質進行了調查，並研究績效信息

如何作為評審領導績效表現的參考依據。與此同時，

開展了公共服務素質評價指標及評價機制的研究工

作。  

七、  建立多元溝通網絡，完成構建多層次溝通渠道和對話

交流機制的研究；利用新媒介的傳播溝通功能，透過

各級部門和機構的網頁、微信，以及相關官員出席時

事節目等措施，促進政府與社會各階層的良性互動。  

八、  加強對公務人員的人文關懷，2015 年再推出 3 項新的

補充性經濟補助措施。同時，就設立“公務人員投訴

處理機制＂進行內部諮詢，並擬訂相關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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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領域  

一、  特區政府已就建立和完善集中統籌立法機制的政策目

標和相關措施制定了具體落實計劃，各部門的立法項

目須按照新制定的《集中統籌立法機制內部操作流程

指引》的規定開展，以確保立法政策和立法技術的統

一性和一致性，從而達到提高立法效率和質量的目標。 

二、  為加速推進原有法律清理及適應化處理工作，法務部

門與立法會組成工作小組，共同從立法技術層面深入

探討應依循的程序及立法目標，並具體制定不同類別

法律、法令的處理方式。  

三、  2015 年立法計劃所列的 6 項法律提案正有序落實，除

此之外，特區政府著手研究檢討其他法律，主要包括：

已展開修訂《民事訴訟法典》的業界諮詢，以及將於

年內展開檢討《刑法典》有關性犯罪章節的公眾諮詢。 

四、  為回應開辦私人公證員培訓課程的訴求，法務部門已

就私人公證員制度進行了檢討。同時，為減輕法院處

理案件的壓力、合理分配司法資源及提高司法效率，

已展開推行“家事調解＂計劃的前期籌備工作。另

外，法務部門根據《司法援助的一般制度》，依法向司

法援助委員會提供技術和行政輔助。截至目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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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的申請獲得委員會批給司法援助。  

五、  特區政府在現有的普法工作基礎上，2015 年重點加強

對《憲法》與《基本法》的宣傳。制定了長期工作計

劃，按照不同層面的推廣對象，組織具針對性的宣介

活動。除了持續在中、小學舉辦宣講活動外，亦邀請

專家學者在大專院校進行座談會和專題講座。此外，

法務部門建立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澳門

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專題網站＂，並在各大報章刊登

專家文章，加強面向市民的法律專業理論推廣。  

六、  積極促進國際、區域合作，特區政府與內地就《相互

移交逃犯安排》，以及與香港特區就《關於移交逃犯的

安排》及《關於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的安排》均進

行了多輪磋商，進展良好，已就原則問題基本達成共

識。  

民政事務領域  

一、  持續完善各項民政民生服務，2015 年底推出一站式飲

食／飲料場所牌照電腦管理系統，申請者可在網上查

詢處理進度。  

二、  優化市政設施建設，水上街市重建工程已於 2015 年 9

月施工，預計三年後落成。下環街市、雀仔園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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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營地街市的改善工程亦按序開展。  

三、  完成望廈聖母墳場骨殖及骨灰樓的興建，並於氹仔沙

崗市政墳場提供樹葬服務，推廣環保殯葬的理念。  

四、  特區政府致力保障食品安全，以市場監管及執法、宣

傳教育為重點，推動政府、業界、市民三方合作，降

低本澳的食安風險。2015 年，於市面抽取約 2,000 個

食品樣本，並按照各類食品的風險程度，逐步擴大對

市售食品的監測和抽檢種類。制定了《嬰兒配方奶粉

致病性微生物限量》、《奶類食品致病性微生物限量》

兩個新標準，更新了《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單》，並向業

界推出 12 項食安操作指引。同時，增加了業界手機短

訊提示服務，優化食品安全資訊網頁及流動裝置應用

程式，方便市民查閱食安動態。此外，透過區域合作

平台，加強各方在食品安全資訊的通報、提升技術交

流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防範食安事故發生。  

五、  2015 年上半年完成了“以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政

策向專家學者及業界的諮詢工作，並於 11 月開展為期

2 個月的公開諮詢，有關的諮詢總結報告將於明年向

市民公開。  

六、  積極開展道路、綠化、休憩設施的改善工作，包括：

開展了黑沙環填海區、氹仔新城區的道路工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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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林茂海邊大馬路休憩區、松山露天廣場；改善中央

公園設施及綠化佈置等。另外，繼續推進改善城市排

水系統的工作，主要開展了北區及氹仔城區的下水道

改善工程，以及氹仔新污水泵站工程。  

七、  中央政府新贈送給澳門特別行政區的一對大熊貓已於

6 月 1 日在澳門正式與市民見面。  

    

在 2015 年工作的基礎上，2016 年，行政法務範疇仍將

圍繞精兵簡政、完善法制及提升效率的施政核心，因應經濟

調整的新趨勢，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項施政計劃和工作項

目，回應社會持續發展的需要及市民的期望。  

公共行政領域  

2016 年的施政目標將遵循：加強法治觀念，提升公務

員的法律知識水平，嚴格依法施政；科學、合理調配部門的

架構、職能和人員配置；加大電子政府的力度，節省人力資

源、提高服務素質；優化職程制度，加強培訓、增加對公務

人員的關懷，提高公務人員的士氣和素質。具體工作計劃包

括：  

一、  完成首階段的架構重整計劃，並制定第二階段的架構

重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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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序對公共行政、法律、經濟產業、交通、文化、社

會工作、醫療等政策範疇的諮詢組織進行重組或整

合。持續落實對成員任期和兼任的制度，還將檢討諮

詢組織及政策諮詢機制的運作。  

三、  推進籌設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研究，預計於 2016 年下

半年形成初步建議，並向社會各界展開諮詢。  

四、  積極推動電子政務的發展，嚴格執行《2015 年－2019

年澳門特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訂立的工作項目和時

間表。透過構建電子管理及交換平台 公共服務管理

平台，優化公共服務及工作流程；逐步優化不同範疇

約 45 項“行政准照／牌照＂的跨部門程序，2016 年

將開展首階段的工作，改善其中 18 項跨部門服務流

程，以強化部門之間的協作和流程規範，提升績效。  

五、  採用雙軌並進的路徑改革公職制度，一方面優先革新

公職法律制度中獨立性較強的部分，另一方面對制度

的各個管理環節制定完整的改革規劃，從 2016 至 2018

年有序地提出相應的方案。  

按照新修訂的《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制

度》，招聘程序由行政公職局主導、用人部門協同參

與，在簡化甄選程序，提高招聘效率的同時，兼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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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意願及部門的需要。2016 年，計劃舉行 3 次綜合

能力考試。此外，還將透過電子方式，簡化晉級開考

的監督流程。  

推進職程制度的全面修訂，對《公務人員職程制度》

所規範的 20 個特別職程的諮詢結果進行分析整理，提

出修訂法案，並在此基礎上，配合未來招聘、晉升制

度的改革，開展一般職程的研究。同時，檢討《澳門

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中有關假期、缺勤、工作時

間等規定，提出完善相關制度的建議方案。此外，將

研究修訂現行的公務人員晉升制度，以及啟動對現行

的人員評核制度的改革工作。  

六、  特區政府持續為各級公務人員開辦不同類型的培訓課

程，全面提升公務人員的法治意識和專業能力。積極

加強法律培訓，將按照新制定的法律知識培訓框架，

為各級人員開辦法律應用培訓課程，並推出針對法律

人員的葡語進修計劃。  

七、  2016 年，所有提供對外服務的公共部門都會按其職能

和服務的性質，接受獨立第三方的調查及評價，評價

機制亦正式納入領導官員績效評核制度，將官員績效

與政策執行效果及服務素質相結合，讓問責制度更具

科學、公正及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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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持續向有需要的公務人員提供補充性經濟補助，推行

“公務人員投訴處理機制＂，協調解決內部矛盾，加

強部門和人員之間的互信。  

法務領域  

2016 年將以“加大法制建設的力度，理順現有的法律

體系，強化對法律制定、法律修改的統籌，培養一支高素質、

高效率的法律草擬隊伍，提高法案的整體水平。＂作為施政

目標，具體工作計劃包括：  

一、  特區政府將具體落實集決策、統籌、草擬和諮詢於一

體的立法統籌組織機制。首階段，法務部門和政策推

行部門將組成法規草擬小組，共同草擬一些立法政策

性強、技術性複雜的立法項目。同時，因應特區的發

展定位、各部門的施政重點等情況，制定中長期立法

規劃。  

二、  持續加強法制建設，抓緊民生事務的立法工作，在修

訂《民事訴訟法典》和檢討《刑法典》性犯罪部分諮

詢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修法方向和範圍，並展開法

案草擬工作；完成修改私人公證員制度的法案，並提

上立法程序；因應司法機關運作的需要，對《司法組

織綱要法》進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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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原有法律清理及適應化處理方面，法務部門與立法

會組成的聯合工作小組將進一步就默示廢止和失效的

原有法規的處理方式確定最終方案。此外，完成對仍

生效的原有法律和法令的確認工作。  

四、  為籌備“家事調解＂計劃的推行，2016 年將根據《民

事訴訟法典》的修訂進度，推動“家事調解＂計劃的

落實。  

五、  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民間機構合作，舉辦推廣《憲法》

和《基本法》的系列活動，尤其開展更多面向青少年

和大專學生的推廣活動，透過活潑生動的形式強化年

輕人對“一國兩制＂的正確理解。  

六、  完善推廣選舉法律，展開修訂《行政長官選舉法》及

《立法會選舉法》的研究工作，計劃於 2016 年首季展

開公開諮詢。  

七、  為促進司法效率的提升，將繼續全力支援司法機關的

培訓需求，優先並加快開展司法官的入職及持續培

訓、司法文員的入職及晉升培訓。  

八、  積極推進國際及區際司法合作，爭取與內地簽署《相

互移交逃犯安排》，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關於移交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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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安排》及《關於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的安排》。

特區政府將根據經中央人民政府核准的《移交被判刑

人的協定》及《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範本，

與其他國家展開磋商工作，並優先與葡語系國家展開

磋商。  

民政事務領域  

將以“加強市政建設和管理，完善城市清潔和綠化工

作，全力將澳門打造成世界旅遊休閒中心；強化食物衛生的

監管，保障食品安全。＂作為施政目標，具體工作計劃包括： 

一、  為提升市政服務素質，將增設筷子基市民服務站及石

排灣市民活動中心；逐步把各範疇在政府綜合服務大

樓提供的且由民署代辦的服務有序擴展至各區市民服

務中心。另外，飲食及飲料場所一站式發牌服務將推

出網上申報價目表服務。  

進一步優化街市設施，除了加緊水上街市的重建工

程，還將延續營地街市、紅街市、雀仔園街市的環境

改善工作。位於珠澳跨境合作區澳門園區內的新批發

市場，預計可於 2016 年底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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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品安全工作將延續以預防為先的目標。一方面食安

中心將持續優化巡查、抽驗、執法等工作，並計劃完

成四個標準的制定；另一方面持續推動對業界及市民

的食安教育；此外，繼續透過區域合作、訊息通報、

技術交流等，從多方面加強本澳的食品安全的技術及

保障。  

三、  為配合本澳世界旅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持續開展市容

美化工作，改善城市環境衛生，提升本澳的旅遊形象。 

 

尊敬的賀主席、各位議員：  

未來一年，面對社會快速發展、經濟環境的不斷變化，

以及市民大眾逐步提升的要求，行政法務範疇的工作團隊將

堅定地加快推進廉潔高效政府的建設，以勇於承擔，務實進

取的精神，積極加強與社會各界的聯繫與合作，及時準確地

掌握社情民意，為特區的整體福祉及建設美好的家園繼續全

力以赴。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