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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務範疇 2017 年度施政方針介紹  
行政法務司司長  陳海帆  

201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3 時  立法會會議廳  

尊敬的賀主席、各位議員： 

下午好！ 

2016 年，行政法務範疇工作團隊繼續秉持“以人為本”、“科學

決策”的施政理念，堅持優質、高效、務實的精神，以精兵簡政、提高

效率、完善法制及優化民生為主要施政方向，有序落實架構重整、電子

政務、人事管理、流程優化、立法統籌等方面的工作規劃和具體項目措

施。2017 年，我們將繼續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台”

的發展定位，落實行政長官的施政綱領，按照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持續深化公共行政改革，不斷推進法律制度建設，致力完善民政民生服

務，努力從制度建設、服務流程及人員素質三方面同步優化，務求政策

的執行力得到更大提升，以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及市民的期望。 

以下謹就公共行政、法務及民政事務三個領域向各位議員作整體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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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領域 

一、 按照“精兵簡政”的施政策略，穩步推進公共行政架構及諮詢組織

的重整。2016 年繼續落實首階段職能架構重整方案餘下 8 個部門

的重整工作，重組完成後，共撤銷 6 個部門。在此基礎上，制定了

第二階段職能架構重整的工作規劃，明年將按規劃逐步開展工作；

重點重整經濟財政及運輸工務範疇的部門，上述計劃將於 3 年內完

成。進一步整合、優化諮詢組織體系，包括落實了人員任期及兼任

的制度、完善其運作機制，以及構建特區統一的諮詢平台。

2017 年，將有序跟進經濟產業、消費者權益保護及運輸工務等政

策範疇的諮詢組織重組。 

二、 今年，按照《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研究小組就設立非政權性

市政機構提出初步方案，制定諮詢文件並爭取今年内向公眾進行諮

詢。2017 年，將對諮詢意見進行深入分析，在研究合理配置市政

機構的職能的同時，一併處理與民政總署職能之間的關係，並配合

職能架構重整工作的推進，開展設立市政機構的具體方案制定及法

案草擬的工作。 

三、 持續發展電子政務，按照《2015 年－201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

政務整體規劃》，在跨部門流程方面，繼 2016 年完成首階段 45 項

中的 18 項跨部門行政准照／牌照審批服務的優化後，2017 年將優

化餘下 27 項涉及酒店、娛樂場所、衛生護理等範圍的行政牌照審

批流程。在推動公共服務電子化方面，今年底共有 15 項涉及自然

人選民登記、入職統一開考、統計資料回覆等範疇的相關服務全面

電子化，明年將最少有 10 項公共服務實現全程電子化，為市民提



3 

供更優質及便捷的公共服務。另外，逐步擴展政府數據中心的功

能，明年會展開第二個“政府數據中心”的構建工作。 

四、 實施統一招聘制度，並擴展適用範圍，而考核程序則分爲綜合能力

及專業或職務能力兩個階段。今年 11 月起陸續進行高級技術員、

技術輔助人員及工人組別的綜合能力評估程序。明年將開展技術員

及行政技術助理員職程的統一招聘程序。 

五、 穩步推進以能力為導向的公職制度改革，2016 年完成第一階段修

訂《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的諮詢工作，並啟動了職程制度第二階段

的研究，同時推進評核、晉升及薪酬制度的改革研究。2017 年，

將在上述的工作基礎上，開展一般職程的職務分析工作，提出優化

現行公務人員評核制度的建議，制訂晉升制度改革的初步方案，以

及根據職程制度的修訂方向，提出分級調薪方案，並進行諮詢。 

六、 為提高公務員隊伍的能力和素質，以及配合人員職業生涯發展和政

府的施政需要，2016 年開展了各級公務人員培訓的重新規劃工

作，設置了領導、主管及梯隊培養的培訓課程，深化現時的國情培

訓項目，重點加強對國家最新發展情況的認識，並加入“一帶一

路”的國家重大政策内容。在公務人員入職及晉級培訓課程中，分

別強化和增加了《澳門基本法》的內容，擴大了綜合法律知識的培

訓對象，透過重設的中葡文翻譯及傳譯課程，以及不同類型的葡語

培訓課程，為特區培養更多和更具素質的中葡翻譯人才。2017 年，

將全面檢討各級公務人員的培訓規劃及相關課程内容，逐步完善公

務人員培訓體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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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持續完善績效評審制度，以構建科學有效的政府績效治理體系為目

標，今年，委託第三方學術機構全面展開市民對特區政府 50 多個

公共部門的服務評價調查，已完成中期報告；2017 年，該學術機

構將提交績效評價分析總結報告，特區政府會根據報告内容及相關

建議，對第三方評估的方法、指標等進行全面檢討並完善。 

八、 2016 年，完成拓展諮詢服務平台的構建，集中管理和發佈各部門

的諮詢活動訊息，並會推出指引，規定部門須公開有助政策討論的

公幹成效報告。2017 年，將針對諮詢立項、諮詢方式及社會參與

等因素，展開《公共政策諮詢規範性指引》的完善工作，以提升政

策諮詢的成效。 

九、 加強對公務人員的關懷支援，繼續為公務人員舉辦各項文娛康體、

心理健康等有益身心的活動，設立公務人員投訴處理機制，以保障

公務人員的投訴權利，促進員工及部門的和諧關係。同時，持續向

符合條件的基層公務人員發放各項經濟援助，並適時檢討有關援助

項目和發放條件。 

十、 2016 年，按計劃完成《立法會選舉法》的修訂工作，明年將嚴格

按照修訂後的有關規定，緊密配合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工作，

全力籌備和組織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事務，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

公開和廉潔的環境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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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領域 

一、 2016 年，特區政府透過各項具體措施，逐步細化集中統籌立法機

制。制定了 2017 至 2019 年中期立法規劃，配合特區發展定位及施

政工作，有序落實重點立法項目。正式實施《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內

部操作流程指引》，強調特區政府統籌決策在立法程序中的導向作

用，明確了“統分結合”的法規草擬工作模式。與立法會合力制定

了《在制定法律時應遵從的立法技術形式上的規則》，以整體提高

法規草擬工作的水準及效率。2017 年，特區政府將透過立法統籌

組織體制，加強法規立項的統籌和審查，並按照集中統籌立法機

制，有序推進一系列重大立法項目，包括制定《海域管理綱要法》、

修訂行政准照制度及制定《船舶登記法》。 

二、 2016 年立法計劃所列的 8 項法律提案陸續落實。此外，特區政府

持續跟進完善基礎性法律，修訂《刑法典》有關侵犯性自由及性自

決規定的法案將於近期提交立法會；研究檢討《民事訴訟法典》及

釐定《司法組織綱要法》的修改範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法案

已提上立法程序；完成登記官及公證員職程制度的檢討報告。

2017 年，將繼續跟進修訂《刑法典》有關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的

規定，還將檢討法人犯罪和信用卡犯罪的有關規定；確定《民事訴

訟法典》的修法範圍，開展法案草擬及業界諮詢；逐步開展第

7/89/M 號法律《廣告活動》的修訂工作；繼續跟進《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及《的士客運法律制度》等立法工作。 

三、 特區政府法務部門與立法會組成的聯合工作小組繼續推進原有法

律清理及適應化處理工作，《確定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公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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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法律及法令不生效》法案已獲立法會一般性討論通過。

2017 年，將開展草擬確定 1988 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公佈的若

干法律及法令不生效的法案。 

四、 已開展仲裁和調解制度的整體性調研，制定了加強國際合作、完善

及設立仲裁及調解法律框架等方面的工作計劃。2017 年，特區政

府將進一步借鑒外地在制度構建、人員培訓、宣傳推廣等方面的經

驗，並與本地司法機關及專業團體合作，為完善澳門仲裁和調解制

度，切實發揮其替代性糾紛解決功能創造條件。 

五、 特區政府持續透過多渠道及創新方式，加強憲政法律的宣傳普及。

重點面向青少年，擴大與教育機構及青年團體的合作，通過舉辦專

題講座、“國是茶聊”討論會及高等院校住宿生憲法與基本法專項

推廣活動等形式，增強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及對“一國兩制”的認

知。透過基本法紀念館及在報章刊登專家文章等，加強對廣大市民

的《憲法》與《基本法》宣傳，並與本地電視媒體合作舉辦“知法

講法－澳門電視演講大賽”，透過新穎模式推廣《澳門基本法》及

其他法律常識。2017 年，上述活動將繼續開展。 

六、 為方便市民了解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特區政府透過多元方式推

廣勞動關係、樓宇買賣租賃、婚姻、繼承等常用法律知識，並分類

整理法律資訊，便於市民網上查找。2017 年，將逐步開發微信及

“識法簡易圖文包”等法律推廣平台，並借助社團前線工作人員的

媒介作用，更好地向公眾介紹法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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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特區政府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切實履行各項國際協議規定的義

務。跟進國際和區際司法互助協定的談判，並已向中央人民政府請

求核准《移交逃犯協定》及《刑事司法協助協定》範本。2017 年，

與歐盟合辦的第三期法律範疇合作項目將舉辦 11 項活動。同時，

特區政府將根據已獲中央核准的刑事及民商事協定範本，積極開展

與其他國家的司法合作磋商。 

八、 持續推進粵澳兩地公證業務合作，2016 年 8 月，與廣東省司法廳

就建立公證文書使用的查核機制進行磋商。2017 年，特區政府將

深化及改進與廣東省在公證文書的跨域傳送、核實和使用等方面的

流程和機制，更好地服務區際間人員往來和經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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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領域 

一、 持續提升市政服務素質，2016 年，增設了“筷子基”服務站，飲

食及飲料場所一站式發牌服務完成辦理價目表通報手續的網上平

台。同時，開展了紅街市、營地街市、沙梨頭街市市政綜合大樓及

氹仔街市等街市和小販區的重建及優化工程。2017 年，石排灣市

民活動中心將投入服務，位於珠澳跨境合作區澳門園區內的批發市

場亦預計落成，可提供的檔位數量比現時約多出一倍。將採用電子

化系統增強市政設施管理能力外，亦將展開有關公共街市管理制

度、小販管理制度的立法及墳場管理制度的修法工作，以配合社會

及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 加強食安主動監督及執法力度，2016 年抽取了 2,000 多個食品樣

本，推出了《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及《嬰兒配方食品營養成

分要求》標準，以及 9 個食安指引，並草擬了《食品中甜味劑使用

標準》及《食品中色素使用標準》。持續與業界及民間社團舉辦各

種類型的宣傳教育活動，強化業界及市民的食安意識。今年 10 月，

行政法務司與葡萄牙經濟部簽署了食品活動監測及監察範疇的合

作協議書，同時，不斷深化粵澳食安領域的合作，共同提高食安的

監管控制及應對食安風險的能力。 

2017 年將繼續聯合相關部門嚴厲打擊違反《食品安全法》規定的

場所或人士，並計劃制定有關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農藥殘留最

高限量，以及食品中防腐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標準等 3 個標準。此

外，加強國際及區域間食品安全合作，包括承辦“第 49 屆國際食

品添加劑法典委員會會議”，與葡萄牙設立食品安全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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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參與葡語都市聯盟所舉辦的活動，從而促進“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服務平台”的建設。 

三、 2016 年，特區政府頒佈了《動物保護法》，同時推出了《禁止取得、

飼養、繁殖或進口若干品種的犬隻及動物規定》，並完成關於犬隻、

馬及競賽動物准照制度中准照價格及有效期的修改，以及公佈了

《民政總署的費用、收費及價金表》。2017 年，將持續跟進法律生

效後相關的配套工作，建立及培訓執法團隊，並着手研究制訂有關

動物傳染病防治的法規。 

四、 為保障市民的健康，經過公眾諮詢，特區政府於 2016 年公布了“以

冰鮮禽取代活禽供應”民意調查研究報告及公開諮詢意見匯編。

2017 年，將透過宣傳，增強市民對冰鮮禽及預防禽流感的認知，

還將增加街市售賣冰鮮家禽的檔位，以提高市民的接受程度。 

五、 積極改善城市環境衛生，持續加強下水道系統的排洪能力，優化公

共衛生設施。2017 年，計劃興建澳門內港北雨水泵站，增加 24 小

時開放的公廁數量，並研究在公廁加設育嬰設施的可行性。 

六、 為配合特區政府“一個中心”的發展定位，落實五年發展規劃的環

境保護目標，2016 年，持續開展道路及休憩設施的改善，以及全

澳各區街道及公園的綠化工作。明年計劃對部分世遺景點周邊街道

及氹仔區輕軌走線路面等區域進行重鋪及美化，同時增加城市及海

岸樹木的種植，繼續建造澳門海岸的“翡翠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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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賀主席、各位議員： 

未來一年，行政法務範疇的工作團隊將以“一帶一路”的國家發

展戰略和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為指導方向，配合澳門建設“一個中

心”、“一個平台”的目標，堅定地加快推進廉潔高效政府的建設，深

入研究，科學部署，團結協作，積極落實，與全社會一起共建和諧、發

展、進步的澳門。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