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豁免公共巴士、的士、重型汽車、工

業機器車、職業用途的輕型汽車、職

業用途的輕型或重型摩托車、掛車

或半掛車等營業車的定期檢驗費用，

以及申請提前檢驗的附加費

豁免本地海上遊航線船舶相關費用

、的士於特定期間停泊港珠澳大橋

停車場費用等

豁免非公共機構使用的陸地移動傳統

式及幹線式系統設備的無線電經營費

用

豁免租用政府物業營運者三個月租金

加快審批中小企業援助計劃、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計劃、中小企業專項

信用保證計劃，以及調整各項援助

計劃的還款措施 

放寬予開業滿一年的中小企申請中

小企業援助計劃

推出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補貼計

劃，補貼貸款額上限為200萬元，

補貼期最長3年，年補貼率上限為

四個百分點

透過企業援助款項計劃，以僱員人

數計算向符合條件的商號發放一次

性援助款項15,000元至200,000元，

同一納稅人持多間商號，最多只獲

發100萬元（獲發援助款項者，如

於6個月內不合理解僱僱員，須按

比例退回款項）

透過從事自由職業者援助款項計劃

向職業稅第二組納稅人按聘用僱

員數目，發放一次性援助款項

15,000元至200,000元

向街市攤位承租人、小販持牌人、

三輪車持牌人等發放一次性援助

款項10,000元

每名向的士車主承租的駕駛員發

放一次性援助款項10,000元

延長有期限的士經營牌照6個月，

延長無期限的士車輛檢驗期限

6個月

透過自由職業者銀行貸款利息補貼

計劃，職業稅第二組納稅人可獲上

限為100,000元銀行貸款的2年期

利息補貼，利率補貼上限為四個百

分點，補貼最高金額為8,000元

新增抗疫援助措施

推出企業商號水電費補貼措施，為期

3個月，水費補貼上限為每戶每月

3,000元，電費補貼上限為每戶每月

10,000元

所得補充稅作上限300,000元的扣減

對作酒店及同類活動、寫字樓、商業

及工業用途的不動產，除扣減首

3,500元房屋稅稅款，再扣減25%的

房屋稅稅款

豁免在酒店及同類場所、健身室、桑

拿浴室、按摩院，以及卡拉OK等場所

消費的旅遊稅，為期6個月

豁免酒店、餐廳、酒吧、旅行社等的

設施檢查費

豁免發給執照及行政准照或其續期行

為的費用及相關印花稅，包括申請房

地產中介人准照、房地產經紀准照、

保險中介人年度許可登記、旅行社及

導遊准照、商業營業場所說明書、分

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臨時准照、分

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等費用

豁免營業車輛的車輛使用牌照稅

改善民生措施
加快公共房屋建設，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條件。

落實新城A區公屋建設，B4、B9和B10地段經屋單位已可進入動工興建。

推進慕拉士社屋、台山社屋、望廈社屋工程，偉龍地段第一期公屋開始進行
設計。

合理構建置業階梯。夾心階層住房定義交予社會進行公開諮詢後進入專項法
律起草工作。長者公寓進入研究設計階段。

儘快完成修訂《經濟房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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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先立後破”策略，加強公共行政改革頂層設計，理順公共行政
授權體制；構建可操作的官員問責制度。優化公職招聘制度。提升公
務人員培訓成效。探索實施公共部門領導和主管橫向調動機制。

優化部門架構設置，先行整合經濟、旅遊、教育、新聞等部門。

強化和改善跨部門合作機制。對於跨部門的重大事項，透過行政長官
與司長的政務會議協調解決。

加強對公共資本企業和自治基金的監督，確保公共資產的安全和投資
效益。

完善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在特區的實施機制。完善立法統籌機制建設，
加強立法規劃，優先制定和修改與經濟民生相關的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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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氹第四條跨海通道動工興建。

推進輕軌建設。

落實新城A區公屋建設，B4、B9和B10地段經屋單位已可進入動工興建。

黑沙環P地段置換房和暫住房及相關基建工程儘快開始施工。

開展山頂醫院公共衛生專科大樓上蓋工程及海關總部大樓的招標施工。

開展氹仔客運碼頭部分設施改建為第二候機樓的工程。

對政府辦公用地及澳門未來商業圈的發展進行總體研究。

鼓勵私人投資，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加強對外招商引資工作。

支持有意開拓國際市場的內地企業在澳門設立境外總部。

加快私人投資項目和工程的審批工作。

扶助中小企業。

調整中小企業各項信用保證計劃和援助計劃，推出中小企業銀行貸款
利息補貼計劃。

簡化證照申請手續，優化企業申請外地僱員審批工作。

配合商界研究設立中小企業風險基金。

協助中小企業發展電子商務和跨境電商業務。

支持企業自創和推廣“澳門品牌”。

疫情得到控制後，推出旅遊鼓勵計劃。

將旅遊局納入經濟財政範疇，發揮產業協同效應。

適當時候請求中央政府恢復內地赴澳旅遊簽註審批；與廣東省協商放
寬廣東居民赴澳旅遊簽註政策。

適時推行澳門居民“本地遊”和“橫琴及鄰近地區遊”等旅遊活動計劃。

增加舉辦節慶盛事。

推動綜合旅遊休閒業復甦。

特區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開支超過500億澳門元。

加快審批與民生和市政相關的中小型工程項目。

加快公共工程建設，創造就業機會。

在延續原有的惠民措施的同時，因應疫情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序
採取系列紓解民困措施（詳見二〇二〇年度主要惠民措施），其中，透
過澳門基金會設立的100億抗疫援助專項基金，更擴大了對居民、僱員
及企業的精準援助，達到“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的目的和效果。

積極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加強與葡語國家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加強推介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做好文化保育工作。

增加和完善體育設施，舉辦各類體育國際賽事和品牌體育盛事。

鼓勵藝文創作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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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完成澳門蓮花口岸遷移至橫琴口岸並通關。

加強與大灣區城市的法律和管理體制對接。

做好頂層設計，秉持進一步解放思想、勇於變革創新的精神，用新思維、新
方式在橫琴建設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能結合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發展戰略、有利於融入國家產業鏈的新產業、新業態。

探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充分發揮澳門中葡平台功能。

推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加快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發展澳門品牌工業。

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

公務人員必須做到清正廉潔，對貪污腐敗絕不姑息。

堅持反貪與防貪並重，加強廉潔教育。

加強審計工作，促進公共治理水平提升。

7

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管理和執行機制。

提升警隊素質和執法能力，深化區域警務合作和聯動機制。

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

完善反恐工作機制，防範外部滲透和負面影響。

推進防火安全及危險品規管工作。

做好防潮仿真模擬系統和科學論證，開展外港、內港一帶的防洪排澇工程。

8

二○二○年度主要惠民措施

長者

敬老金 

9,000元/年

養老金

調升為3,740元/月

鼓勵長者就業

65歲以上長者僱員職業稅免稅額

調升至198,000元

籌設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失智症

綜合服務中心

增設長者日間中心

推行照顧者津貼先行先試計劃，支

援有特殊困難的家庭

長者公寓進入研究設計階段，並

開展研究專項法律的起草工作

新增措施

學生
非高等教育的書簿津貼

調升為3,550元/學年（中學生）

調升為3,000元/學年（小學生）

調升為2,400元/學年（幼兒）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學費援助、
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

  學費援助：

  9,000元/學年（高中）

  6,000元/學年（初中）

  4,000元/學年（幼兒及小學）

  膳食津貼：

  調升為3,950元/學年

  學習用品津貼：

  調升為3,350元/學年（中學生）

  調升為2,600元/學年（幼兒及小學生）

在粵就讀澳門學生的學費津貼
及學習用品津貼

學費津貼：

上限6,000元（中小學生）

上限8,000元（幼兒）

新增學習用品津貼

1,700元/學年（中學生）

1,450元/學年（小學生）

1,150元/學年（幼兒）

高等教育的學習用品津貼

3,300元（澳門居民）

全澳居民

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

一次性啟動金10,000元（合資格居民）

額外注入7,000元（合資格居民）

現金分享計劃

10,000元（永久性居民）

6,000元（非永久性居民）

提前於4月份發放

醫療券 

600元/人（永久性居民）

出生津貼 

調升為5,418元（父母雙方可同時申請）

住宅單位電費補貼 

200元/月（每一居住單位）

水費補貼

繼續推行（家居用戶及一般非家居用戶）

全民車資優惠 

繼續推行（長者、學生及殘疾人士等）

房屋稅（所有不動產）

扣減首3,500元稅款（澳門居民）

豁免不動產轉移印花稅 

僅限於購買居住單位首300萬元

（未擁有不動產的澳門永久性居民）

鼓勵不動產租賃市場增加供應

出租房屋稅稅率調低至8％

非出租房屋稅稅率維持6％

新增抗疫援助措施

消費補貼計劃 

兩期合共8,000元/人（澳門居民）

醫療券特別計劃

本年度額外發放600元/人（永久性居民）

住宅單位電費補貼

豁免3個月全部電費（澳門居民）

家居用戶水費補貼

豁免3個月全部水費（家居用戶）

房屋稅（住宅） 

豁免住宅房屋稅（澳門居民）

3

緩解“出行難”的問題。

解決巴士合同到期問題，優化的士運營管理。

完善輕軌與巴士相輔相成的集體運輸系統。

逐步構建無障礙及便捷的步行環境，鼓勵步行和綠色出行。

加快完成澳門城市總體規劃，有序推進都市更新工作。

妥善管理和綜合利用特區土地資源。

打造“數字澳門”，加強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建。

優化環保政策，推動綠色發展。

5

設立高層次的人才引進審批委員會。

整合教育部門，優化教育發展。

研究擴大本澳院校招收外地學生的比例，推動高校朝着自主及適度產
業化的方向發展。

支持高等院校教學、科研及其成果的轉化。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
心”、“國際葡萄牙語培訓中心”和“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建設。

籌設愛國愛澳教育基地。

為青年學習、就業、創業和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

4

提升醫療衛生水平，加強政府醫院與民間醫療機構合作。加快離島綜合醫院建

設，下半年啟用下環衛生中心。

籌設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失智症綜合服務中心。

優化各項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完善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

推行照顧者津貼先行先試計劃。

加強保護婦女與兒童權益，推動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依法保障本地僱員權益，構建和諧勞資關係。

加強統籌和完善職業培訓，有效開展“以工代賑”、“帶津培訓”和“在職培訓”。

弱勢家庭

最低維生指數

調升為4,350元/一人家團 

經濟援助金

繼續發放每年13個月援助金（1至8人家團

金額由4,350元/月至20,270元/月）

三類弱勢家庭特別補助 

學習活動補助：300元/月至750元/月

護理補助：1,000元/月至1,200元/月

殘疾補助：750元/月至1,000元/月

“社會融和計劃”發放特別生活津貼

一年兩期，每期1至8人家團金額由

2,650元至10,100元不等，入息上限

為最低維生指數1.8倍之三類弱勢家庭 

（單親、殘疾及長期病患者家庭）

短期食物補助計劃

最長10個星期，入息上限為最低維生指

數1.8倍

社屋租戶

不超出收入上限的租戶獲豁免每月租金

上限2,000元

社屋輪候家團住屋臨時補助

1至2人家團每月補助金額為1,650元，

3人或以上家團為2,500元，每月一期，

為期一年

積極人生服務計劃

如受援助人士再就業，在計算經濟援助

金的家團收入時，可獲豁免計算收入金

額最高至6,530元/月，豁免期最長達18

個月

社區就業輔助計劃

計劃的參加者按工作條件最高可獲發

2,000元/月津貼

新增抗疫援助措施

經濟援助金     增發

按家團人數，向受助家團增發兩個月

援助金

全職低收入人士工作收入補貼

維持原計劃5,000元/月，並放寬至非

永久性居民

殘疾津貼 

9,000元/年（普通）

18,000元/年（特別）

合資格受僱殘疾人士 

收入補貼至5,000元/月

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 

可按每名殘疾僱員獲最高5,000元的

所得補充稅或職業稅稅款扣減 

鼓勵就業 

符合條件的殘疾僱員職業稅免稅額調

升至198,000元 

新增抗疫援助措施

職業稅 

提高本年度職業稅可課稅收益的固定

扣減比例至30%

額外退稅

向繳納職業稅的澳門居民退還2018年

已繳納稅額的70%，退稅金額上限調

升至20,000元

僱員援助款項計劃

向合資格本地僱員一次性發放三個月 

援助款項，每月5,000元，合共15,000元 

(不包括2018年度職業稅退稅計劃獲

退還20,000元上限的本地僱員，以及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帶津培訓計劃
（技能提升及就業培訓計劃）

本地失業人士報讀政府開辦的就業

導向培訓課程獲發放6,656元津貼，

培訓後獲安排就業轉介對接工作

本地在職人士報讀政府開辦的提升技

能導向培訓課程獲發放5,000元津貼

殘疾人士

僱員

所得補充稅可課稅的年收益豁免額

維持600,000元

繼續免收所有營業稅、小販牌照費、

街市攤檔租金、鮮活食品檢疫費、

人壽和非人壽保險印花稅及銀行手

續印花稅、拍賣活動印花稅

商戶免納廣告牌照稅，酒樓、餐廳

免納旅遊稅

豁免表演、展覽娛樂入場券及觀眾

票印花稅

企業首300萬元合資格研發開支可

獲三倍所得補充稅可課稅收益扣減

額度，餘額可獲兩倍扣減額度，上

限為1,500萬元

對投資內地政府及國企在本澳發行

債券所產生收益豁免所得補充稅，

並豁免發行及取得有關債券所涉及

的印花稅

免收本澳企業從葡語系國家取得或

產生收益的所得補充稅

工商業者及相關人士

運輸工務範疇的施政

將以服務市民、致力提供市民所需為指導方

針，在公共房屋、交通、環保、城市規劃、都

市更新，以及公共建設作出最大努力。

城市規劃

 澳門總體規劃公開諮詢；

 持續推動都市更新的研究工作；

 按《土地法》執行土地管理；

 完成《海域使用法》草案。

公共建設投資

 推進公屋建設；

 啟動澳氹第四條大橋工程；

 推進新城區填海工程；

 按序推進輕軌建設；

 粵澳新通道工程完成；

 推進內港擋潮閘初步設計。

房屋

 跟進《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生效及社屋申請恆常

化的相關工作；

 繼續配合立法會完成審議《經濟房屋法》。

交通運輸

 開展《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研究（2021 －
2030）》；

經濟財政範疇的目標

是﹕穩信心、紓民困、撐經濟、保就業。重點

方向包括：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提升中小

微企競爭力，加快“一中心、一平台＂建設，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粵澳深度合作區。

抗疫措施

 及時推出系列減免稅費措施，共度時艱；

 以積極財政政策推動內需，刺激消費和加大投資；

 推出“以工代賑”，提升僱員技能。

產業多元

 整合旅遊和經貿資源，夯實旅遊產業基礎；

 推動製造業升級轉型，強化澳門品牌建設；

 發展債券市場、財富管理和融資租賃；

 以會引客，以展招商，擴大會展業帶動效應； 

 引進知名藥企，開拓內地中醫藥市場。

區域合作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延伸自由港政策，全力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

中葡平台

 辦好中葡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

 豐富平台內涵，促進中葡中小企的商業配對和

合作。

就業和青年

 完善勞動法律法規；

審計署將緊貼當前社會

發展的形勢，加大力度推進檢視公共資源運用

及政府部門管理績效，揭示潛在風險或隱患，

盡力防止重大損失浪費，並對相關部門提出可

行的審計意見和建議，從而協助特區政府提高

效率，完善制度。 

 帳目審計：基於第 2/2019 號審計長批示在 2020

年全面執行，審計署將按照既定的計劃協助各部

門了解及適應，確保帳目審計工作暢順進行。

 現場審計實施系統：在國家審計署計算機技術中

心的協助下，完成《現場審計實施系統（澳門版）》

的升級改造，開展初步檢測及人員培訓。

 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認真貫徹特區政府

的施政理念，透過衡工量值式審計及專項審計詳

 行政法務範疇的工作，

必將圍繞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重點突出公共

行政改革、法律制度完善及市政服務便民利民

三個工作重點。

我們將深入分析、系統梳理公共行政架

構及程序中存在已久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擬定

公共行政改革的計劃，按照行政長官提出的

“先立後破”原則，全面規劃、有序推進、重

在落實，真正做到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時提出

的“堅持與時俱進，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治

理水平”的要求。

我們將總結過往立法規劃和立法統籌工

作的情況，完善公共部門之間的立法統籌機

制，集中資源優先做好與經濟民生相關的法律

草擬工作，積極加強普法工作。

 保障居民優先就業，調節外僱規模，打擊非法

工作；

 嶄新模式推廣“職安健”；

 為青年就業創業提供支援。

2020 年，廉政公署秉
持反貪與防貪並重的方針，重點加強宣傳教育

工作，貫徹履行反腐倡廉的法定職責。

宣傳教育及社區關係範疇

 推出長、中、短期廉政宣傳教育計劃，在“政府帶

動，全民參與”的方針下，加強全城廉潔教育，營

造社會整體廉潔氛圍；

 加強在多媒體方面的宣傳教育，推出各項創新活

動。

行政申訴工作範疇

 完善案件的程序步驟，使之更規範化；

 檢討對匿名投訴的處理制度，將資源落實到真正有

問題之處；

 建立與其他部門的合作機制，盡快處理民困民怨；

 建立統一呼籲及再度審查機制，並重新檢視“廉潔

共建計劃”，全面履行公署的監察職責。

反貪任務範疇

 堅持嚴厲查處公共部門的貪瀆犯罪，對腐敗採取零

容忍政策；

 持續打擊私營部門各類賄賂犯罪，維護澳門公平廉

潔的營商環境；

 加強與內地以及不同國家、地區的溝通與交流，以

期在預防腐敗、執法、追逃、追贓等方面建立恆常

或個案的合作關係；

 積極配合聯合國專家主導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履約審議工作，同時檢視澳門在預防及打擊貪腐制

度上的不足。

優化公署組織、運作及人員設置

 增聘調查人員，並持續加強人員培訓；

 檢討及研究公署的組織及運作制度，以及人員的聘

任及晉升制度。

盡探討相關部門在不同工作環節上的偏差、失誤，

特別是揭示浪費公帑的情況，務求協助部門及時

糾正、堵塞漏洞。

 審計項目資料應用系統：開展“審計項目資料應

用系統”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宣傳善用公共資源：舉辦專題講座，向新入職公

務員及社會大眾灌輸善用公共資源的理念，加強

各界認識政府審計工作的社會效益及重要性。

 審計隊伍建設：審計署將繼續加強內部培訓工作，

不斷提高人員的專業能力。

 審計工作交流：積極參與國際審計會議及交流活

動，持續保持對外交流和參與合適的審計專業研

討會。

我們將重點推出公共設施的整建，增加

康體設施和休憩空間，加強城市綠化和山林復

育，加強環境衛生，確保食品安全，保障鮮活

食品供應及價格的穩定，為市民營造更加健康

舒適的生活環境。

公共行政領域

 全面規劃公共行政改革；

 分批重組公共部門架構；

 積極推動電子政務建設；

 促進跨部門工作協調；

 檢討人員管理及招聘；

 完善公務員培訓機制。

法務工作領域

 完善立法規劃及統籌；

 確定優先立法的項目；

 持續清理原有的法律；

 深化法律宣傳及推廣；

 促進區際及國際交流。

市政服務領域

 防患未然建設健康城市；

 建設海濱綠廊美化社區；

 增建戶外活動休閒空間；

 提升綠化改善街市環境；

 加強檢疫維護食品安全。

保安範疇在行政長官

的領導下，協同奮進，變革創新，積極維護

總體安全，持續革新民防管理，增強危機預

防與處置能力，有序構建智慧警務體系和優

化警隊管理服務，並將進一步強化公眾的公

共安全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維護總體國家安全

 協助國安決策，健全法律體系，完善國安執法機制；

 拓展多元宣傳，續推國安教育，增強大眾國安意識。

確保治安持續穩定

 前瞻科學決策，致力防疫抗疫，防控各類不法活動；

 深化區域合作，共同打擊犯罪，完善危險品管控法。

全面強化民防安全

 加速健全法制，擴大社會參與，建立現代民防體系；

 推動科技應用，實現智慧管理，提升防災救災成效。

優化警隊管理工作

 強化內外監督，嚴肅警紀警風，永遠保持警鐘長鳴；

 推動職程改革，增加多元培訓，促進健康警隊文化。

加快構建智慧警務

 有序落實工程，初步實現運作，達至警務數據共享；

 強化“天眼”應用，引進科技手段，增強刑事偵查

能力。

創新警民合作模式

 增進警民同心，完善協作機制，深化社區警務工作；

 促進警民互動，提升警記合作，細心聆聽各界意見。

完善口岸通關管理

 配合口岸基建，拓展新型通關，緩解關閘口岸壓力；

 完善合作機制，確保口岸安全，全面推動便民措施。

提升懲教重返效能

 完善人員制度，強化獄政管理，嚴肅懲教人員紀律；

 推動監獄工程，增強安全管理，致力協助社會重返。

扶助青年成長成才

 促進身心發展，增加溝通渠道，瞭解青年安全需求；

 助力開拓視野，釋放正面能量，培養青年責任意識。

 完成兩巴合

同磋商；

 推 進 落 實

《澳門國際機

場整體發展

規劃》；

 籌建的士管

理系統；

 持續構建步

行網絡鼓勵

綠色出行。

環境保護

 完 成《 澳 門

環境保護規

劃（2021 －
2025）》；

 優化固體廢物、污水的處理設施，並完善相關法

律法規；

 提升對氣象和其他自然災害的監測、預報和預警

能力，並優化通報準則。

公共供應管理

 持續在舊區尋找合適空間增加配電設備；

 完成石排灣淨水廠，推進九澳水庫擴容；

 推動《電信網絡及服務匯流制度》、《無線電通

訊制度》進入立法程序。

社會文化範疇遵循行

政長官“協同奮進，變革創新”的施政理念，

以市民需求和“服務型政府”為導向，全力應

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挑戰，並把

握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發展的機遇，努力創新

政策，增進民生福祉，從教育、青年工作和人

才培養等方面，為澳門的長期繁榮發展打造良

好基礎。

做好抗疫和醫療保障工作

 積極應對，達致成功抗疫目標；

 以系列措施關顧民生、恢復旅遊；

 為居民提供津貼，協助其加入內地醫保；

 擴大“長者假牙先導計劃”年齡覆蓋範圍；

 啟用下環衛生中心。

加緊教育和人才培養

 合併高等教育局和教育暨青年局；

 發佈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

 籌建愛國愛澳教育基地；

 實施第四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加強社會工作和社會保障

 增設兩間長者日間中心；

 籌設一間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調升養老金及殘疾金金額。

堅持文化、體育和旅遊融合發展

 籌建“世遺監測中心”；

 啟動第三批不動產評定工作；

 引進視障人士專用閱讀系統；

 開展第一屆文化產業獎勵；

 拓展“公共體育設施網絡”；

 舉行第四次“澳門市民體質監測”；

 啟用澳門大賽車博物館；

 完成澳門土生菜資料庫的資料收集和處理。

2020 年 4 月啟動建設的澳門南岸海濱綠廓，將為全澳
市民提供大型海濱休憩空間。

行政長官賀一誠率網絡安全委員會成員視察網絡安全事
故預警及應急中心，瞭解中心的設施和最新運作情況。

行政法務行政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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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審計署

消費補貼計劃，刺激本地經濟

成立首支學界升旗隊

編制澳門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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