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策略定位，

運輸工務範疇的施政方針一直以此為導向，改

善本澳城市環境以及提升居民生活質素。

城市規劃

 根據城市發展策略的方針和指引，啟動編製總體
城市規劃。

 推進及展開新城各區的規劃研究。

 推進澳氹第四條通道的建設。

 推進都市更新委員會訂定短、中、長期工作策略。

 根據《土地法》持續加強土地資源管理。

 強化海域海事管理。

公共建設

 重新啟動延誤或停工的公共工程，加快興建進度。

 完成輕軌氹仔線 9.3 公里高架橋以及 11 個車站的
土建工程，正推進車廠建設。

 推進公共房屋興建工作。

 新批發市場完工，推進粵澳新通道邊檢站圖則設
計及鴨涌河整治方案。

 推進內港擋潮閘研究。

 氹仔客運碼頭投入使用。

交通運輸

 持續檢討和落實《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
(2010-2020)》。 

 縮短驗車年期、修改機動車輛稅及交通事務局費
用價金表。

 持續落實 “公交優先” 政策，優化巴士服務。

 修訂《輕型出租客車（的士）客運法律制度》草案。

 100部特別的士分階段投入營運。

“ 鞏 固 基 礎， 創 新 發

展，增強動能；促進就業，力保民生，提振活

力＂，共同把握調整期的積極因素，增強發展

動能，提振社會活力，融入國家發展，提升自

身競爭力，實現有質量、可持續的穩健發展。

鞏固基礎，創新發展，增強動能

 推動綜合旅遊休閒企業拓展非博彩元素，與中小

微企業協同發展；完善法制管理，促進博彩業健

康有序發展。

 推動“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提質發展，並帶動

周邊行業及社區經濟發展。

 發展特色金融，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金

融服務平台，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支持中醫藥、文創等產業成長，推動工業升級轉

型。

 推進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研究；完善經濟適度多

元統計指標體系。

 鼓勵居民參與內地區域合作、“一個平台”、“一帶

一路”建設，開拓發展空間。

 加快“中葡商貿服務平台”及其下“三個中心”

建設，深化澳門平台作用；促進內地、澳門及葡

語國家經貿合作，支持中葡商貿服務發展；籌建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

促進就業，力保民生，提振活力

 鼓勵培訓考證，提升居民就業質量，促進向上及

橫向流動。

 嚴格管理外僱；加強職安健推廣及執法；完善法

制，保障就業權益。

 支持中小微企業，提升科技及創新發展能力。

 促進企業誠信經營，研究建立“網上誠信店”。

 優化營商環境，引進優質企業；構建推廣平台，

促進社區消費。

審計署將繼續以依法審

計、獨立工作的原則行使審計監督權。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審計署將採用風險基礎審計方法，盡力擴大審查
的深度和廣度，並致力研究“現場審計實施系統”
的升級開發計劃，強化系統的應用範圍及數據分
析功能。

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

 按既定計劃部署多種審計項目，靈活安排資源，
確保立項審查工作及時到位。

 推動部門盡職履責，落實特區政府的施政政策，
重視工作的成本和效益，同時優化公共資源的運
用。

審計隊伍建設

 審計署將與國家審計署、南京審計大學、葡萄牙
審計法院等深化合作，為審計人員設計及安排有
助提升工作實力的培訓活動。

將 以 廣 泛 民 意 作 為 基

礎，以謀求澳門長遠發展利益作為出發點，依

循行政長官提出的“逐步落實規劃、共建美好

家園” 施政方向，全力落實社會文化範疇的各

項施政目標。

衛生

 革新醫院管理體系，提升醫療效率和水平，增

強對居民的醫療服務；推廣全民健康教育，注

重長者、婦女和兒童衛生服務；全力推進醫療

設施建設、醫療人員註冊制度實施、器官捐贈

及移植發展；大力鞏固傳染病防治系統，強化

緊急救援能力。

教育和青年

 加快構建法律和制度體系，協力高等院校科研

和育才發展；致力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建設；

擴大免費教育覆蓋面，實施課程改革，加強資

訊科技教育，培養學生愛國情操，培育青少年

全面發展，構建學生健康教育平台；推進“藍

天工程”計劃。

社工和社保

 優化社區服務網絡和家居支援，加強對長者及

弱勢羣體的照護；關懷貧困家庭，提升社會援

助精準性；增加托兒服務名額；推動康復十年

計劃，持續優化殘障人士服務；推動《非強制

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制定與實施。  

旅遊、文化和體育

 推動文物保護和活化、藝術人才培養及文創產

業發展，加緊推進新中央圖書館建設；深化大

衆體育和競技體育工作；促進旅遊、文化與體

育三者的協同效應，豐富旅遊產品和藝文盛

事，開發智慧旅遊，優化訪澳旅客結構，推動

本澳旅遊的休閒化發展。

行政法務範疇將配合特

區政府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

定位，在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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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

應社會發展及市民的實際需要。

公共行政

 逐步開展第二階段職能架構重整規劃，穩步推進
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籌設工作，整合、優化諮詢
組織體系，研究公共行政組織結構的完善。

 有序落實電子政務五年規劃，推進跨部門流程及
公共服務電子化。

 配合以能力為導向的改革方向，分階段全面檢討
現有的公務人員制度。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就業創業，擴闊視野，提升

能力。

 推進公共服務電子化，優化“送服務上門”，創

設便民便商環境。

 維持財儲及金融穩定，完善財政管理，節約行政

開支。

 監測物價，廣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2 0 1 7 年， 廉 政 公 署 將

秉 承 依 法 辦 事 原 則， 堅 決 打 擊 貪 污 犯 罪， 強

化行政申訴職能，推出“廉潔共建計劃”，並

致力確保立法會選舉廉潔公正。

反貪方面

 監察立法會選舉活動，開展預防賄選工作，嚴厲
打擊賄選犯罪。

 因應選舉法的修訂，為人員提供具針對性的培訓。

 堅持對貪污零容忍的策略，打擊公、私營實體的
貪污及相關欺詐犯罪。

 就完善調查人員的任用及福利制度進行研究，為
調查人員提供專業培訓，並優化調查設備。

 鞏固與各地反貪部門的合作關係，展開更深層次
的情報及刑偵技術交流。

行政申訴方面

 就居民關心的事項展開專案調查，檢視公共服務

不符居民期望的原因，並提出改善建議。

 透過不同方式讓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和居民了解法
律制度中關於廉潔選舉的內容，避免出現影響選
舉公正性的情況。

 分階段推行“廉潔共建計劃”，有序地與公共部門、
私營企業及社團學校共同推進廉潔社會的建設。

 加強內部管理，明確人員對自身工作的問責要
求，優化行政申訴工作的進度和流程。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推行廉潔選舉系列宣教活動，以新媒體和其他渠
道宣揚廉潔選舉訊息。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提升其守法自律、處
事公正及持廉守正的意識。

 持續向私營機構宣傳《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
法律，維護廉潔營商環境。

 運用多元化媒體，向青少年及市民廣泛宣傳廉潔
守法意識，拓展社區關係網絡，與全民共建廉潔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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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保  安保  安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審計署審計署 推廣審計文化

 繼續在公務員隊伍、學校和社區進行審計文化宣
傳講座，介紹政府審計工作的程序、範圍、效益，
鞏固公眾對政府審計的信任和支持。 

優化內部行政流程

 根據實際情況優化行政流程，檢視職能架構，加
強各項行政工作的執行績效。拓寬“審計檔案管
理系統”的應用範圍，以充份發揮革新管理和電
子檔案系統的各項功能。

審計工作交流

 審計署與國家審計署、中國審計學會、南京審
計大學、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
盟最高審計機關等審計組織保持聯繫，推動合
作與交流。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特別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
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會對有關意見作出相應的
跟進或轉介。

 完善整體公務人員培訓體系框架，加強公務人員
的法治意識及國情認知，提升各級人員依法行政
的能力。

 持續完善績效評審制度，全面檢討第三方評估的
方法和指標，構建有效的政府績效治理體系。

 持續完善諮詢服務平台的功能，推進政府信息公
開，讓政府施政更接近社情民意。

 按照已修訂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
的規定，確保 2017 年立法會選舉更全面體現公
平、公正、公開和廉潔的基本原則。

法務領域

 透過已構建的立法統籌組織體制，認真執行立法
規劃、協調法規草擬，加強立法技術的統一應用，
推動集中統籌立法機制的落實。

 加快民生事務立法，推進包括《海域管理綱要法》
等重大立法項目及修訂五大法典，繼續推動法律
清理及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加強與民間社團合作，以創新形式推廣《憲法》
和《基本法》，繼續面向市民開展普法宣傳教育。

 積極參與國際及區際司法交流，加強與葡語國家
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司法合作，跟進落實
與歐盟第三期法律範疇合作項目。

民生事務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推出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
持續推動食安風險教育，促進國際及區域間合
作，保障食品安全。

 配合《動物保護法》的實施，跟進相關的法律配
套工作，加強對預防禽流感及冰鮮禽產品的宣傳
推廣。

 提升市政服務素質，優化市容環境，完善市政設
施，推動社區公民教育，打造美好和諧社區。

“知法講法－澳門電視演講大賽”啟動儀式

配 合 特 區 五 年 發 展 規

劃，制定具前瞻性的防控和打擊策略，調整行

動部署、技術配備和資源配置，創新合作；持

續構建新型警務模式，優化內外警務監督及警

隊管理，增進警民互動、互信和互助，從而提

高公共安全治理的效率和質量，確保澳門在安

全穩定的發展環境中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

設，以及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前瞻決策，系統部署

 增加危機意識，清楚瞭解各種安全隱患；進一步
強化前瞻決策，有效開展主動執法。

 推動警務系統的部署，持續增強綜合警力；重視
協調各部隊及部門的行動，不斷提高執法效率。

提升能力，強化執法

 強化內部保安執法部署，持續確保社會安全；增
強專業技能，高效偵查智能犯罪。

 推動社會各層面的全面預防，調整執法模式，持
續減少輕微犯罪，嚴格維護社會秩序。

 繼續推進科技強警，強化警務技能，不斷完善地
區安全機制，增強防災救援能力。

完善制度，推動革新

 為成立網絡安全中心完成有關制度建設；啟動建
立新型晉升制度的立法程序。

 配合特區整體立法修法進度，共同推動法律改革；
開展跨司合作，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嚴肅紀律，促進管理

 貫徹警務理念，積極推進新型警務模式；時刻保
持警鐘長鳴，嚴肅警隊紀律制度。

 完善監督機制，嚴格剛性管理制度；落實以警為
本，推動柔性組織文化。

創新合作，緊密關係

 拓展合作視野，協同保障區域安全；推動警民同
心，凝聚警民合力。

 開展多元化宣傳，切實推進警民互動；促進彼此
配合，提升與傳媒的合作效率。

優化通關，維護形象

 強化出入境技術支撐，高效應對突發事件；完善
通關配置，有效提升接待質量。

 合理調配以釋放更多警力，推動高效通關服務；
增強軟硬件綜合配備，確保澳門水域安全。

推進感化，協助重返

 完善獄政監督，規範執法；輔導與教育雙管齊下
推進少年感化工作。

 增加科技手段，強化管控能力；多元化措施協助
社會重返。 

民防行動中心全力執行緊急預防及拯救任務

輕軌海洋站

 調整停車收費模式。

 持續協調道路工程同時進行，避免道路重覆開挖，
增加改路措施宣傳。

房屋

 調研澳門公屋需求，結合科學分析合理規劃公共
房屋。

 跟進公共房屋分配，加強巡查打擊違規情況。

 透過完善公共房屋法律制度，確保公共資源合理
使用。

 配合都市更新研究優化《樓宇維修基金》資助計
劃。

環境保護

 評估和審視固體廢物和污水的管理狀況，制訂及
規劃改善措施。

 與廣東省協調推進廢舊車輛跨區轉移處置合作項
目及惰性拆建物料合作項目。

 推動節能減排改善空氣質素。

 完善環評工作，修訂《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工
程項目類別清單》。

 持續加強宣傳教育鼓勵市民和企業減廢回收。 澳門學界“五四”青年節升旗儀式

二零一七年度收入與開支的預算草案一覽表
收 入 項 目 2 0 1 7 年預算建議 收 入 項 目 2 0 1 7 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經常收入 91,903,905,200.00 資本收入 1,640,984,500.00

直接稅  80,074,297,400.00 投資資產之出售  253,720,900.00 
間接稅  3 ,530,465,200.00 轉移  2 ,000.00 
費用、罰款及其他金錢
上之制裁

 1 ,681,296,300.00 財務資產  305,070,800.00 

財產之收益  1 ,257,491,200.00 其他資本收入  1 ,048,666,500.00 
轉移  4 ,152,661,800.00 非從支付中扣減之退回  33,524,300.00 
耐用品之出售  2 ,349,500.00 
勞務及非耐用品之出售  1 ,093,337,000.00 政府一般綜合收入  93,544,889,700.00 
其他經常收入  112,006,800.00 

特定機構收益
法定收入及特區預算轉移收入  8 ,985,749,700.00 特定機構收益匯總  13,512,948,800.00 
銷售及服務收入  244,192,500.00 
財務及投資收益  4 ,185,433,100.00 調整  4 ,113,782,100.00 
其他收入  97,573,500.00 總收入  102,944,056,400.00 

開 支 項 目 2 0 1 7 年預算建議 開 支 項 目 2 0 1 7 年預算建議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澳門特區政府  20,044,900.00 環境保護局  337,147,6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293,170,700.00 法務局  258,311,900.00 
行政會  32,780,700.00 土地工務運輸局  466,703,300.00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37,650,100.00 體育局  191,465,300.00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48,908,000.00 文化局  648,643,600.00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  37,211,200.00 投資計劃  15,256,049,800.00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132,250,100.00 指定之帳目 - 指定撥款、共同分擔

以及預算轉移金額
 4 ,003,782,100.00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28,747,600.00 
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13,211,300.00 學生福利基金  394,658,800.00 
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  4 ,910,300.00 居屋貸款優惠基金  43,128,1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  22,946,800.00 工商業發展基金  784,478,800.00 
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  13,379,100.00 旅遊基金  711,735,4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64,749,700.00 社會工作局  3 ,108,568,600.00 
建設發展辦公室  68,007,500.00 司法警察局福利會  7 ,518,300.00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38,091,100.00 治安警察局福利會  32,716,500.00 
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
秘書處輔助辦公室

 100,140,700.00 法務公庫  217,811,800.00 
印務局  87,543,400.00 

金融情報辦公室  38,856,700.00 懲教基金  6 ,443,300.00 
運輸基建辦公室  81,988,200.00 房屋局  478,145,1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研究室  50,681,200.00 民航局  78,587,100.00 
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16,290,000.00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647,386,300.00 
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  90,584,300.00 廉政公署  358,639,800.00 
人才發展委員會  12,915,900.00 衛生局  7 ,241,279,700.00 
行政公職局     465,860,800.00 澳門大學  2 ,208,432,400.00 
教育暨青年局  6 ,019,564,600.00 澳門理工學院  769,523,1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98,247,100.00 體育基金  788,596,500.00 
電信管理局  171,099,900.00 文化基金  643,363,000.00 
財政局  475,120,700.00 消費者委員會  42,299,300.00 
退休金及退伍金  8 ,458,600.00 旅遊學院  385,307,600.00 
共用開支      21,748,689,000.00 澳門公共行政福利基金  50,319,900.00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235,113,500.00 消防局褔利會  7 ,526,200.00 
交通事務局  1 ,703,338,100.00 審計署  212,236,100.00 
身份證明局  276,898,000.00 檢察長辦公室  435,126,100.00 
經濟局      212,851,600.00 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  595,337,600.00 
懲教管理局  579,278,200.00 立法會  185,953,000.00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785,808,800.00 民政總署  2 ,324,560,100.00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108,972,400.00 海關福利會  3 ,599,700.00 
旅遊局  310,972,500.00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200,945,500.00 
新聞局  124,732,400.00 海事及水務局褔利會  2 ,731,400.00 
警察總局  41,192,600.00 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  90,868,1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274,446,300.00 樓宇維修基金  73,886,200.00 
海事及水務局  1 ,122,765,900.00 教育發展基金  823,865,3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4 ,680,796,500.00 大熊貓基金  7 ,387,200.00 
勞工事務局  457,166,600.00 環保與節能基金  78,061,400.00 
法官委員會  609,600.00 文化產業基金  242,748,400.00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  87,169,300.00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183,422,500.00 
司法警察局  923,707,400.00 政府一般綜合開支  87,977,217,700.00 

特定機構費用
郵政局  361,910,000.00 澳門基金會  2 ,924,995,100.00 
郵政儲金局  43,861,900.00 存款保障基金  3 ,125,000.00 
退休基金會  2 ,223,362,600.00 
社會保障基金  4 ,713,237,900.00 特定機構費用匯總  11,861,908,800.00 
澳門金融管理局  1 ,583,506,300.00 調整  4 ,113,782,100.00 
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  7 ,910,000.00 總開支  95,725,344,400.00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中央預算結餘  5 ,567,672,000.00 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7 ,218,712,000.00 
特定機構本年度預計盈餘  1 ,651,040,000.00 總開支和預算結餘及本年度預計盈餘 102,944,056,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