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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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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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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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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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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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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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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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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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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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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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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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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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公共行政

 繼續協助部門及諮詢組織重整職能架構；

 配合特區構建智慧城市，啟動制定特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有序
建立完整的法律規範，完善電子政務管理系統及基礎建設，促進
政府數據開放，逐步推行“一窗式”服務；

 逐步完善公職制度，強化公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法治意識、國家
大局觀，以及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

 檢視領導及主管人員行政問責的相關規範，形成方案並進行諮詢；

 全力支援行政長官選
舉管理委員會開展各
項工作，確保第五任
行政長官選舉以公
平、公正、公開、廉
潔的方式順利完成；

 傳承愛國愛澳傳統，
協助青年人認識和關
注國家發展的最新情
況，強化其對國家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

法務領域

 優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強化執行流程標準和技術支援力度，完
善立法計劃的編製程序，整體提高立法項目的執行效率；

 推進民商事調解制度等重點立法項目，完善《民事訴訟法典》、
《刑法典》及《行政程序法典》等基礎性法律，跟進法律清理及
適應化的立法工作；

 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廣泛開展憲政法律及民生法律的宣傳推廣工作；

 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協作，持續深
化粵港澳法律服務和司法領域合作，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營造可預期的法治化環境。

民生事務

 設立市政署，通過加強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促進市
政署與社區互動，結合跨部門協作，進一步提升市政服務水平；

 擴展市政服務覆蓋面，持續完善市政設施，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
劃的環境保護目標，促進大灣區生態建設，提倡互助睦鄰精神，
構建和樂共融社區；

 強化食品監督機制，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推動食安風險教
育，促進區域食安合作，多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及市民的飲食健康；

 通過一系列渠網改善工程及建造雨水泵房等措施，加強城市防洪
防浸能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災救災整體佈署，確保相關應變機制
及指引的有效落實，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

行政法務範疇將繼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尊重
《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權威，配合特區政府建設“一中
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落實特區政府五年發展規劃，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契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制
度建設，提升市政服務水平，為推動澳門邁向更高的台階打下
堅實的基礎。

2019年，廉政公署將進一步提升反
腐敗及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
工作成效，深化廉潔教育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年財政年度
各範疇施政方針

概要

2019年，審計署堅持客觀、公正、務
實、專業的工作原則，牢記使命，擔當
責任，盡力確保公帑得以合理運用，推
動公共行政的績效進一步增強。

精準務實參與區域合作

 加強在大灣區“送服務上門”，促進營商和工作便利，創新統計
機制；

 從“＋澳門”角度發揮“精準聯繫＂功能，助力內地對外開放合
作；

 提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作用，與
“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 動 以
“ 會 議 為
先 ” 的 會
展 業 、 中
醫 藥 產 業
及 特 色 金
融 業 等 新
興 產 業 加
快成長；

 完 善 法 制
建 設 ， 加
強 規 範 管
理 ， 促 進
博 彩 業 健
康 有 序 發
展；

 鼓勵企業研發，支持中小企提升競爭力，提振社區經濟，引進優
質投資；

 優化職業培訓，支持居民提升能力，精準引進人才。

維護勞動權益，加強民生保障

 完善外僱管理，加強職安健監察，保障勞動權益；

 強化職安健教育和監察工作；

 監察物價變化，積極開拓貨源，維護消費權益；

 關注經濟發展趨勢，注意通脹率變動情況。

授人以漁，支持青年加強能力建設

 優化就業、創業支援服務；

 支持青年到大灣區交流、實習、就業、創業；

 促進澳門與大灣區、葡語國家的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合作。

優化財政管理，維護金融穩定

 勤儉節約、實事求是，優化公共財政管理；

 強化“風險為本”監管，完善法制建設，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穩定。

“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
繼續與企業及居民攜手，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緊“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新機遇，同時以“敢面對，懂應對，
能駕馭”態度，為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好準備，以穩應
變、以變應變、化變為機，增強特區經濟韌性，促進高質量發
展。以穩中有變、變中求進的思維來應對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

保安當局藉參與構建本澳維護國家安全體系，革新民防法制、
體制和運作機制，有序落實智慧警務的工作方案，逐步提升預
警防控的能力，並透過必要的變革、創新、提升、鞏固和完
善，積極協助和引導青年和廣大居民參與本地以至區域安全治
理，切實保障國家和澳門社會的總體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
 健全法律體系，成立執法部門，維護國家總體安全。
 宣傳教育並舉，續辦國安展覽，增強市民國安意識。

強化民防安全
 革新“一案三制”，
成立專責部門，強
化民防工作統籌。

 建立協防制度，凝
聚社會力量，提升
民防行動成效。

推進智慧警務
 逐步落實方案，規
劃資源整合，達至
警務數據共享。

 推動數據治理，跟
進配套立法，構建
技術標準體系。

前瞻執法部署
 增強危機意識，前瞻評估趨勢，完善安全預警防控。
 調整陸上部署，強化海上執法，配合新區開發進程。

持續改革創新
 修改法律法規，促進組織變革，推動執法模式創新。
 貫徹科技強警，優化公共服務，強化警務技能培訓。

重視警務管理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隊紀律，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落實“以警為本”，關懷不忘鼓勵，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創新警務合作
 響應廣東倡議，革新協作模式，三地共建“平安灣區”。
 重視青年培養，提升警記合作，持續增進警民同心。

完善口岸管理
 拓展新型關務，增設附屬單位，管理口岸設施物流。
 重組專責部門，優化管理模式，提升邊境管理成效。

強化懲教管理
 堵塞獄政漏洞，引進科技監控，確保監獄安全規範。
 管理剛柔並濟，持續完善職程，重視懲教隊伍建設。

新增金情職能
 確保人員穩定，延續原有功能，維護本澳金融安全。
 審慎重組架構，尊重專業獨立，促進反洗黑錢協作。

社會文化範疇將依循行政長官“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施
政綱領，秉持“以民為本”的理念，及時調整醫療、社會保
障及居民福利的各項政策，務實推進教育、文化旅遊和體育
事業的各項工作。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結合將澳門發展成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策略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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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衛生
 優化醫院空間和醫療設施，優化診療服務，全面提升醫療服務素
質；

 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傳染病防治和緊急救援的能力，保障居民生
命安全；

 關顧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羣體，增加康復和紓緩病床，加大
長者的眼科和口腔保健服務。

教育和青年
 增加大專助學金的相關名額，穩步打造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
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協助高校推進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培養科
技人才；

 全面推進課程改革，加強中國歷史和資訊科技教育，設立家國情
懷館，培養學生愛國情操；

 全力推進“藍天工程”，跟進與貴州省從江縣締結友好姐妹學校
項目。

社工和社保
 加強對三類弱勢家庭的支援，推行《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調升長者津貼，深化原居安老措施；

 持續推動社會工作者專業制度建設，加強社區防災避險工作；
 大力實施《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鼓勵更多企業和居民參
與制度。

旅遊、文化和體育
 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共同發展，優化旅遊環境，發展海
上旅遊品牌；

 舉辦“藝文薈澳”等國際性文化、藝術活動及體育盛事，“中葡
文化交流中心”，推動“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的建設；

 發揮部門協同效應，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和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等系列活動。

城市規劃
 爭取完成澳門總體規劃初步草案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設立都市更新政府全資公司

公共建設
 輕軌氹仔線通車
 推進落實內港擋潮閘以及其他防洪工程
 啟動新城A區公屋以及偉龍公屋的首期設計

交通運輸
 完成兩間巴士公司續約
 開展150部純電動普通的士執照公開競投，200部特別的士投入
服務

 開展環松山步行系統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修訂《經濟房屋法》草案並爭取提交予立法會審議
 跟進青洲坊大廈、青濤大廈、快盈大廈的上樓安排，並持續處理
已購買經濟房屋單位家團簽訂買賣公證書工作

 公布2017年開展的社會房屋申請之確定名單

環境保護
 爭取首批經預處理的廢舊輕型汽車運往內地
 完成《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
 開展 “電子電器廢物回收計劃”

社會保障基金於7月30日舉行僱主嘉許典禮，表揚78個率先加入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
度以保障及加強僱員退休福利的僱主。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帳目審計及電腦輔助審計
 因應新《預算綱要法》的要求，確保帳目審計能全面配合，致力在新的發展
階段推進審計的深度與廣度。推動《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新版的研究與開
發，深化電腦輔助審計的技術與應用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專項審計、跟蹤審計
 妥善運用審計資源，充分運用資訊科技，精準揭示重大問題，把審計監督
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開展有助特區政府預防風險、推動政策貫徹落實
的項目。

人員培訓
 因應審計工作重點所需，制定或選擇適用於澳門審計署人員的培訓課程，通
過有系統、有計劃的學習和實踐鍛鍊，提高審計隊伍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內部管理
 檢視整體行政運作，以期努力破解工作難題，創新思路謀發展，紮實推動審
計工作提質增效。

交流合作
 與國家審計署、國際最高審計機關、亞洲最高審計機關，以及葡語國家聯盟
最高審計機關保持聯繫，適度參與各國際審計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審計文化
 舉辦講座或相關工作坊，協助公務人員了解政府審計工作的內涵，宣傳監察
職能，營造重視行政績效、珍惜公共資源的社會氛圍。

公眾反映意見
 審計署設有供公眾就政府服務反映意見的電話專線及電子郵箱，並對有關意
見作出相應的跟進或轉介，協助有關部門提升服務。

反貪方面
 完善執法所需的各種技術手段、全面提升人員的執法專業技能，同時吸納有能
之士以壯大調查隊伍，從而更好應對日益繁重和艱巨的執法工作；

 繼續查處公共和私營實體的貪污犯罪及相關欺詐犯罪，嚴厲打擊詐騙政府資
助、濫用公共職能等損害公共利益的犯罪；

 透過區域及國際執法合作，以強化反腐敗執法成效，使澳門在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能在廉潔環境中穩步發展；

 從多維角度監察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全過程，確保選舉的廉潔、公平、公正；
 與內地反貪機構探討及尋求建立新的執法合作模式，並與各地檢察及執法機構
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行政申訴方面
 關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有需要時展開專案調查，深入分析相關行政程
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相應改善建議；

 透過“廉潔共建計劃”加強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向公務人員灌輸正確價值觀，
發揮有關機制對預防職務犯罪和行政違法的成效；

 與媒體和私營機構合作，讓社會各階層認識誠信廉潔管理的重要性；
 優化內部管理，提升行政申訴工作質量，以有效回應居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方面
 深化公務人員的廉潔教育；持續推廣相關法律，以促進企業誠信管治；
 以創新宣傳策略，令廉潔守法意識更深入民心。

特警隊升旗手在金蓮花廣場升起國旗及區旗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及月工作收入
中位數 (2002-2018)

20

10

-10

-20

-30

0

30
%

18000

15000

12000

9000

6000

3000

-3000

-6000

-9000

-12000

-15000

-18000

0

澳門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 672 4 801 5 167 5 773 7 000 8 000 8 000 8 500 9 000 10 000 11 300 12 000 13 300 15 000 15 000 15 000 16 000
 6.3 6.0 4.9 4.1 3.8 3.2 3.0 3.5 2.8 2.6 2.0 1.8 1.7 1.8 1.9 2.0 1.9
 8.9 11.7 26.8 8.1 13.3 14.4 3.4 1.3 25.3 21.7 9.2 11.2 -1.2 -21.6 -0.9 9.1 7.6 
 -2.64 -1.56 0.98 4.40 5.15 5.57 8.61 1.17 2.81 5.81 6.11 5.50 6.05 4.56 2.37 1.23 2.75 

上半年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澳門元） 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率(%)失業率(%) 通脹率(%)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審計署審計署

經濟財政經濟財政 保  安保  安 社會文化社會文化 運輸工務運輸工務 廉政公署廉政公署

學生在全新的基本法紀念館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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