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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務範疇 2019 年度施政方針介紹  

行政法務司司長 陳海帆  

201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 立法會會議廳 

尊敬的賀主席、各位議員： 

下午好！ 

2018 年是特區政府落實首個五年發展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行

政法務範疇的工作團隊積極配合行政長官提出的“務實進取，共享發展”

的施政理念，以促改革、調架構、惠民生、防風險為主攻方向，有序重整

政府組織架構，完成《設立市政署》的立法；持續推動電子政務的進程；

逐步完善職程、評核、晉升及人員通則等制度；全面檢討領導及主管人員

問責機制；優化集中統籌立法；積極拓展及優化各項民政民生服務，持續

完善澳門整體排水系統，提升防災減災能力。經過全體同事的共同努力，

各項工作均按計劃有序落實，並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9 月 16 日，強颱風“山竹”襲澳，特區政府各級參與防災救災的部

門及公務人員表現出色，盡最大努力減少風災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在此，

謹向所有在防災救災工作中作出無私奉獻的公務人員表示感謝。 

2019 年，行政法務範疇將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持續深化各項施政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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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序推進部門及諮詢組織的重整。2018 年，共完成 7 個部門的重組和

2 個部門及實體的設立，並有 7 個部門的重組及 3 個實體的設立正跟

進中。2019 年，除繼續上述工作外，還會協助有意進行職能重組的部

門落實相關工作，主要涉及經濟財政、保安、社會文化範疇。在優化

諮詢組織體系方面，今年，完成了文化產業委員會的重組，以及高等

教育委員會的設立，明年將積極跟進旅遊、文化遺產及消費者權益保

護等諮詢組織的重組工作。 

二、 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完成《設立市政署》的立

法工作。市政署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成立。 

三、 持續推動電子政務的發展，有序落實《2015–201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

電子政務整體規劃》部署的各項工作，至 2018 年底，整體規劃項目

的完成率達 86%。 

在優化跨部門服務流程方面，今年完成了 10 項跨部門程序的優化，

目前已優化的跨部門服務達 55 項。另外，2018 年內將完成修改規範

飲食及飲料場所發牌制度的行政法規，設立恆常的聯合審批委員會，

以加快發牌流程，進一步深化一站式服務。至 2019 年，將有合共 75 項

跨部門服務流程完成優化。今年，由身份證明局先行先試，通過“一

窗式”服務模式，最終實現可於綜合性的櫃枱辦理不同部門的服務，

2019 年，“一窗式”服務模式將逐步推廣至市政署及其統籌管理的市

民服務中心。 

在擴展公共服務電子化方面，特區政府各公共部門已累計有 160 多項

公共服務實現不同程度的電子化，今年共新增約 15 項使用率較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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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較關注的全程電子化的服務，主要涉及社會保障、應課稅品等範

疇。目前，合共約有 70 項服務實現了全程電子化。2019 年，將再推

出 20 項涉及社會保障、法律推廣、僱員及勞務等範疇的全程電子化

公共服務，為市民帶來更多便利。 

在推動文件共享方面，已就商業登記及物業登記等證明用途的文件推

出了便民方案，現時採用該方案的跨部門服務共有 49 項。明年將繼

續推動有關文件資料的共享應用於更多跨部門的公共服務上。持續擴

大更改聯絡資料服務的範圍，今年海事及水務局、文化局及教育暨青

年局參與後，現時共有 6 個部門加入，而服務點亦增至 44 個。 

在完善電子政務法律套配方面，2018 年內將完成規範統一電子平台、

個人帳戶及電子文件的處理與管理的行政法規。2019 年將着力跟進規

範電子簽名分級模式、電子文件與電子通知效力及文件共享等內容的

電子政務法律草案，上述法案將為大力促進各公共部門重整各項服務

流程，推動與市民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全程電子化及“一網

一戶”的個人化服務提供法律基礎。 

在電子政務基礎設施方面，臨時雲計算中心（“試點雲”）已於 2018
年 9 月完成構建，並選取了與飲食牌照、家庭傭工、服務取籌及預約

等相關的數據，於雲計算中心內逐步整合為政府數據。2019 年將初步

完成雲計算中心（“生產雲”）的基本設施，並擴大政府大數據收集

範圍，逐步促進旅遊、交通管理、醫療服務、電子政務等大數據的應

用。 

在現有電子政務工作成效的基礎上，2019 年將全面檢討《2015 年－

201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各項工作的執行成效，啟

動 2020 年至 2024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智慧政務發展規劃的制定工作，

為未來發展智慧政務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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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協助下，目前，共有 141 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澳門特

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2019 年，特區政府將重點與美

洲國家磋商互免簽證事宜。 

五、 持續優化公務人員招聘制度。2018 年除了繼續進行高級技術員、技術

輔導員及勤雜人員三個職程專業或職務能力評估程序外，按新修訂的

統一管理開考制度，完成了首個小學畢業程度綜合能力評估開考，同

時還開展了學士及高等專科學位程度的綜合能力評估開考，逐步形成

恆常的開考機制。2019 年，將全面檢討公務人員的入職招聘開考流

程，在遵守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及嚴謹實施法定開考甄選程序的同

時，落實縮短開考日程的各種措施，提升整體招聘效率。 

六、 逐步推進職程、評核、晉升、薪酬及人員通則等制度的完善，以激勵

公務人員的士氣。2018 年完成了《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第二階段的檢

討及研究，擬定了修改方案並開展諮詢，配合該方案，將訂定調薪的

分級界線。同時，完成《修訂公務人員工作表現評核一般制度及晉升

機制》的諮詢工作，《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一階段的修訂

在立法會基本完成細則性討論，第二階段的有關報酬及補助等規定的

修訂方案亦將於年內開展諮詢。2019 年將完成《公務人員職程制度》

的修訂。同時，進行公務人員評核制度及晉升機制，以及《澳門公共

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階段修改法案的草擬工作。 

七、 加強公務人員專業能力的培養，配合國家發展戰略及特區政府的施

政，積極開辦《澳門基本法》研討、法律知識、國情教育、“一帶一

路”、智慧城市與大數據治理、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等專項培訓，提升

公務人員對政策措施的掌握，以及執行力。為加強中葡翻譯人才的培

養，2018 年開辦了《第二屆中葡文翻譯及傳譯學習計劃》第二期課程，

該計劃完成後，預計可為澳門特區培養約 60 名中葡翻譯人才。2019



5 

年，將強化各級公務人員對《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正確理解，

同時，對各級公務人員的培訓進行重新規劃及設置，包括梯隊人員的

培訓部署及晉級所需的達標式培訓要求。 

八、 逐步完善問責制度，2018 年依照行政長官的指示成立了專責工作小

組，就領導及主管人員的相關義務、職責、紀律及退休等規定，尤其

社會關注的如何平衡官員問責及其退休的問題，作出了全面檢討，並

提出建議方向。2019 年，特區政府將根據工作小組的檢討結果和意

見，推進官員問責制整體完善的工作。同時，持續推行公共服務素質

評價機制，2018 年，第三方學術機構已完成入戶收集市民對各部門的

評價意見，特區政府將根據評價結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

規劃》的落實情況、部門的施政及重點工作目標的完成率、組織及服

務評審等評價指標相結合，形成綜合的績效資訊，作為評審公共部門

及官員績效表現的參考。 

九、 關注公務人員的身心健康發展，為公務人員舉辦各項文娛康體、心理

健康等活動。“公務人員投訴處理管理委員會”持續跟進公務人員提

出的投訴，保障公務人員的權利，並優化公共部門的管理和運作，打

造和諧的工作環境。同時，繼續向符合條件的基層公務人員發放各項

經濟援助，共有 1,410 人領取合共 2,174 項經濟補助。氹仔公務人員

活動中心將於 2019 年啟用，可為公務人員和團體提供更多元化的活

動空間。 

十、 2019 年特區政府將進行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特區政府將嚴格按照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以及《行政長官選舉法》，全力支援行政長官

選舉管理委員會開展選委會委員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的工作，確保選

舉以公平、公正、公開和廉潔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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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積極落實特區政府關愛青年、重視青年的施政方針，行政法務範疇

各部門領導分別走訪青年群體，加強彼此的溝通和互動。同時，根

據特區施政方針中的“青年國情考察計劃”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2019 年，將繼續有針對性地開展各項擴闊視野、

認識國情的活動，增強青年人對國家及民族的認同感。 

 

法務領域 

一、 特區政府進一步優化健全集中統籌立法機制，促進立法政策和立法技

術更加協調配合。2018 年，法務部門共跟進了 15 項立法項目，18 項

法律法規的立法建議，以及對各部門草擬的 36 項法律和 42 項行政法

規草案提供法律意見、中葡文文本核對和翻譯方面的協助。2019 年，

將全面檢視《集中統籌立法機制內部操作流程指引》，進一步明確和

細化各階段的執行標準，更科學和系統地統籌協調各範疇立法工作。 

二、 有序跟進落實 2018 年 12 項立法提案，持續完善基礎性法律。此外，

積極開展多項重點立法項目：《海域管理綱要法》及修改《集會權及

示威權》已獲立法會細則性通過；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國旗、

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司法組織綱要法》、《仲裁法》法案已獲

立法會一般性通過。2019 年，將持續跟進《民事訴訟法典》、《刑法典》

及《行政程序法典》的修法工作，積極推進《行政條件制度》、《民商

事調解法》、《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密制度》、修訂《廣告活動》等重點

項目的内部立法程序。 

三、 《確定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公佈的若干法律及法

令不生效》法案已提交立法會審議。2019 年，將開展對確定 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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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99 年公佈的仍生效的原有法律、法令進行清理及適應化處理的

法案草擬工作。 

四、 2018 年，法務部門聯同多個政府部門與民間社團開展“紀念《澳門基

本法》頒佈 25 周年系列活動”，超過 12,000 人次參與；“國家憲法

日系列活動 2018”合共約 33,800 人次參與。同時，從小學至大學階

段不斷深化青少年對憲政法律的認識，合共為高等院校及中小學學生

舉辦約 100 場活動，共有 3,400 名學生參與。2019 年，將繼續“匯聚

社會各界力量”，透過“政府帶動、民間參與”的模式，繼續深化憲

政法律，以及《國歌法》等法律的宣傳推廣活動。 

五、 特區政府加強與周邊國家及葡語系國家的司法合作。2018 年，與尼日

利亞簽署了《移交被判刑人協定》；目前正與蒙古國、菲律賓、越南、

韓國、葡萄牙、巴西、東帝汶、佛得角、安哥拉等國進行司法協助磋

商。2019 年，爭取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就簽署刑事司法合

作領域協定展開磋商，並與葡萄牙就《移交逃犯協定》和《刑事司法

協助協定》的文本內容達成共識。 

六、 特區政府積極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不斷探索和深化澳門

與粵港兩地在法律事務和司法合作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機制。2019 年，

將推動與粵港兩地政府研究建立法律資訊交換機制，促進三地在法律

法規、裁判文書等方面的法律資訊共享；加強協調粵港澳三地仲裁機

構合作，並積極推動培養本地仲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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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領域 

一、 持續提升市政服務的質素和效能，今年，新沙梨頭街市綜合大樓、石

排灣綜合購物中心及活動中心相繼投入運作，滿足了區內居民的需

要。此外，亦逐步完善街市的硬件設施。2019 年，隨著市政署的設立，

將充分發揮市政諮詢委員會吸納意見的作用，開通“市政意見反映平

台”，擴展市政服務的覆蓋面並提高水平。氹仔“離島綜合服務中

心”將投入使用，可為市民提供約 26 個公共行政部門近 310 項的服

務。澳門半島及氹仔街市設施優化亦將全面落實。另外，會草擬《公

共街市管理制度法》和《小販管理制度法》法律草案，並完成《動物

防疫及獸醫法》的內部立法程序。 

二、 加強食安主動監督及執法的力度，2018 年抽取之食品樣本逾 3,400
個，合格率超過 99%。另外，推出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標準、指南及指

引，強化對業界及市民的食安風險教育。2019 年，將透過立法方式對

未受牌照制度規範的食品經營生產者，如外賣店及網購店強制進行登

記。同時，加強區域間食安合作，積極落實“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提高通關及貨物往來便利化，並研究擴大食品貿易進口範圍。 

三、 持續跟進本澳的綠化復修工作。2018 年，積極落實五年發展規劃中環

境保護的工作，共植樹 3,100 株、於十字門水道種植紅樹苗 3,000 株。

2019 年將進行步行徑兩側的林木生態修復，種植 35,000 株樹苗。 

四、 持續在各區展開渠道改善工程；更換已不敷應用的舊有排水管道，使

街道排水能實施清、污分流；優化防汛設施，加設後備電源系統、泵

房停電或損壞短訊提示功能。2019 年將加緊建設內港雨水截流渠及雨

水泵站工程，以及鴨涌馬路與何賢紳士大馬路交界處建造雨水溢流管

道，以緩減天文大潮或颱風暴雨造成的水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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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法務範疇轄下各部門已完成制定防災減災內部工作指引及應急

機制。2019 年，將持續檢視及確保所制定的機制及指引的有效性，不

斷細化防災應變工作及相關公民教育，做好災前預警及災後復原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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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賀主席、各位議員： 

2019 年，是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也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

踐的 20 年。我們將在取得目前良好局面的基礎上，加大《憲法》和《澳門

基本法》的宣傳力度，配合特區政府的整體施政目標，總結經驗、繼往開

來、牢記使命、不忘初心，按照“一中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積極參

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落實特區五年發展規劃的各項

目標，努力提升政策的執行力和公共服務素質，與全社會一起共同努力，

將澳門的發展推向更高的台階。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