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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青創概念，協助成功孵化，有效發揮「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的功能。支持青年透過區域

合作創新創業，經濟局與廣州南沙青年創業孵化中心簽署合作協議，為澳門青年提供創業環

境、設施及優惠政策等資訊，推介青年企業入園孵化，同時支持上述地區以至其他內地省市

的人士來澳創業、投資，並與澳門的青年企業家有機結合。

開辦具針對性的培訓課程。特區政府首次與勞工團體、博企合作，以在職帶薪的培訓方

式，為博彩從業員舉辦「博彩業職業素養培訓課程」，提高其綜合質素，促進向上及橫向流

動；同樣以在職帶薪模式開辦的「設施維護技術培訓計劃」，為基層、新入職維修人員或轉職

相關工作的本地僱員提供多元技能培訓，並鼓勵其考取技能證明。2016上半年，已有 6間不

同類型企業參加上述計劃，90人經轉介成功入職，另約有 90人轉職。持續加強與內地及外地

機構的合作，積極發展職業技能測試及專業認證。此外，支持長者及弱勢人士就業，完成法

律及行政法規草案，研究對僱主聘用殘疾人士提供稅務優惠措施，以及向持社工局發出有效

「殘評證」全職低收入僱員提供補貼。

加強博彩中介監管 鼓勵非博彩元素投入

2016下半年，澳門博彩業止跌回升，全年賭收共 2,232億元，較 2015年下跌 3.3%。特

區政府推動和鼓勵博企在博彩業調整期繼續增加非博彩業務的投入、優先採購本地產品及服

務，於設施內引入本地企業營運，帶動本地企業發展。同時，優化數據收集和統計方法，更

全面評估博彩企業帶動非博彩行業發展及惠及本地企業的情況。此外，特區政府公佈博彩中

期檢討報告，有助促使博彩企業加深對自身及業界經營狀況和競爭能力的認識，重視及增加

投放資源發展非博彩元素，加強對本地員工的培訓等。

進一步加強博彩中介人管理，包括檢視有否建立完善的財務會計制度、遵守佣金上限

規定、符合反洗黑錢指引等情況，同時，啟動修改《規範娛樂場幸運博彩的中介業務》行

政法規的工作。推出禁止在博彩桌上使用電話的措施，以杜絕電話投注等不規則行為。啟

動《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修法工作，考慮增加博彩從業員不得參

與博彩活動的條款等。為博彩從業員舉辦「博彩業職業素養培訓課程」，提高綜合素質和就

業競爭力。

敬老愛幼關顧民生，休閒宜居同步發展
持續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生活質素是政府施政首要任務，2016年，特區政府從強化健康

保障、提升教育素質、促進全人發展、深入關顧弱勢、落實長效機制等多個方面，致力深化

澳門特區的穩定和諧、多元發展和宜居宜遊的特質。

加強人才培訓  提升競爭力

伴您啟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BgHZJ2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BgHZJ2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uTGet5T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uTGet5T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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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務到設施 升級醫療服務

2016年，特區政府在衛生領域首要着重傳染病的應急防範建設，保障市民生命健康，亦

陸續優化兒童和長者的疾病防治，延長科室服務時間，加強醫院管理和改善服務流程，進一

步完善醫療保健服務。

針對性關顧老幼病弱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特區政府於 2016年 4月公佈「2016至 2025年長

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並透過跨部門協作機制，設立了由 13個公共部門組成的「養老保障

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依循「醫社服務、權益保障、社會參與、生活環境」四大範疇政策框

架，致力推行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中合共 421項短、中和長期措施。

其中，為應對人口老化導致長者求診比例持續上升，2016年醫療體系內專門成立了老人

科，收治患有多種疾病的高齡長者，由多專科團隊提供整合式的治療和康復服務。

湖畔嘉模衛生中心內的仁伯爵綜合醫院社區康復病房，則配合醫院物理治療及康復科、

老人科住院康復病人的出院計劃，讓病人可於康復早期離院，發揮加快專科醫院病床流通率

和管理的作用。醫療衛生部門更設立長者健康支援熱線，通過主動瞭解長者病情，作出及時

和適當的跟進和轉介，至 2016年底已有超過 400名固定服務對象，有關部門已計劃將服務擴

大至經醫院轉入院舍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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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亦關注到失智症對病人、家庭乃至社會的影響，2016年在仁伯爵綜合醫院設立

記憶門診的基礎上，於 9月啟用「失智症診療中心」，其整合了衛生中心、公立醫院多個專科、

社工局和多個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源，為澳門失智症患者提供一站式的診斷、治療和社會服務

支援。

繼續完善醫療硬體和制度建設

特區政府早於 2011年已製訂《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的十年規劃，旨在回應社會發展

和市民的訴求，對公立醫院和初級衛生保健網絡等進行新建、擴建、重建和升級。2016年，

仁伯爵綜合醫院急診大樓和湖畔嘉模衛生中心等多項設施已完工啟用，其中，原設在路環高

頂的傳染病康復中心重建為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並於 1月 27日啟用。該中心以傳染病預防標

準規格作為隔離病房設計基準，建造可設置 60張病床的傳染病隔離病區作為應急設施，以回

應近年全球傳染病不斷爆發的威脅。

3月 21日路環衛生站完成改建工程並啟用；6月，房屋局向路環石排灣臨時衛生站撥出

近 1,000呎的地方供擴建之用，進一步滿足石排灣區居民的醫療服務需求。人口和病床的比例

進一步優化，醫療設施的分佈網絡亦進一步完善。

至於經過多年的研究、討論及向市民和業界廣泛諮詢的《醫療事故法律制度》（第 5/2016

號法律），已於 2016年 8月公報並於 2017年 2月 26日生效。器官移植和醫療事故等新的法

律和配套法規的頒佈實施、醫療人員專業註冊等法律法規的起草修訂，有助於醫療衛生體制

建設的繼續完善。

配合社會發展需要 培養人才不遺餘力

在教育方面，特區政府在 2016年全力加快完善高等教育領域的各項法律法規建設，擬定

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加大力度培養中、葡雙語人才，為把澳門打造成為亞太區中葡雙語人才

培養基地奠定基礎，並為青少年學生的全面成長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而在推進愛國愛澳

教育等多個方面，2016年亦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回顧

2016年，在《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頒佈十周年之際，特區政府於 10月透過研討會前

瞻性地檢視了非高等教育的制度與發展，並完成了《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的中期評估工作。回顧十年以來，非高等教育在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下，其發展取得了豐碩的

成果。

作為提升市民質素的重要基礎，特區政府於 2007年起正式實施 15年免費教育，大幅增

加教育的投入。2011年推出了《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為教育事業的 10

長效機制 老有所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xJ7LdNPT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xJ7LdNPT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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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展建立了具體方向和發展藍圖。同年，首次推出了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為推動居民終身

學習和建設學習型社會創造了條件。2012年訂定了《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

架》，從法律與制度的層面提升了私立學校教學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保障。該年同時推出了

《青年政策（2012-2020）》，為青年政策的推動與落實提供了明確方向。

2014年起，特區政府逐步頒佈了《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及《本地學制正規教育

基本學力要求》行政法規，引導學校優化正規教育課程，藉此提升人才培養的素質，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上述的各項工作，特區政府仍然在不斷努力、不斷優化。穩步加大教育資源的

投入，適度調升免費教育津貼、學費津貼及其他津貼的金額，並增加大專助學金的名額，這

些民生福利每年都配合社會的發展作合適的調整。

另外，特區政府於 2015年推出「藍天工程」，透過短、中、長期規劃，在現有的教學資

源用地上，逐步改善學校於裙樓校舍辦學的狀況。2016年，經過一年的努力和嘗試，已有三

所裙樓校舍遷入獨立校舍運作。多所學校的裙樓校舍問題目前亦在解決中。路環石排灣 CN6a

地段公立學校、職業技術教育實踐中心及語言培訓中心亦正加快建設以回應市民的期望。

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措施成效獲肯定

2016年教育部門進一步優化學校的招生工作，1月成功推出「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措

施」，充分利用資訊科技手段以減輕家長及學校處理報名工作的負擔，得到市民的普遍認可。

另外，為回應教育界、學生和家長多年來的訴求，減輕學生應付本地不同高校多個入學

考試而帶來的壓力，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於 2012年下半年開

始規劃及統籌的四校聯考，有關籌備工作亦於 2016年完成，並確定首次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

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於 2017年 3月 30日至 4月 2日舉行。

三年千人計劃 百團出行

青年是社會的希望，特區政府努力為青年的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培養有毅

力、有擔當、有競爭力的年輕一代。2016年，特區政府繼續落實《澳門青年政策 (2012-2020)》

的各項措施和計劃，在社會各團體原有的青年培養工作基礎上，政府推出「千人計劃」，每年

遴選一千人赴內地交流學習。

「千人計劃」作為特區政府青少年人才培養的重要項目，透過與國家教育部和中華全國青

年聯合會合作，組織澳門的年輕人，包括大學生、中學生等前往內地參觀考察、交流學習，

為澳門年輕人提供更深入、準確瞭解和認識內地最新發展的機會，並鼓勵年輕人將個人發展

與國家發展緊密融合，及時把握發展的機會。通過與內地年輕人的互動，激勵澳門年輕人提

升自身的素質和能力。該項計劃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負責、澳門基金會執行，並聯合澳門

各中學、青年社團共同推進落實。項目設立「千人計劃，百團出行」的 3年總體規劃，分為

中學組（初中和高中）及公開組，每年組織 1,000名本地中學生及青年赴內地開展形式多元的

學習交流，並持續關注活動參與者的成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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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特區定位 培育中葡專才

2016年，特區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主要表現在協助院校優化教學條件，提升教

研人員的專業能力，並推動院校資源共享，以及加強與其他地區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交流和合

作，發揮其自身優勢，為配合「一中心」、「一平台」的發展目標，培育高素質人才。

為促進軟硬實力的不斷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持續提升，繼續發揮在中、葡語教學方面的

特長，配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特區政府於 4月首次推出「澳門高等院

校中葡人才培訓及教研合作專項資助」計劃，並繼續協調由六所院校組成的「培養中葡雙語

人才工作小組」展開包括出版葡語教材和培訓教師等計劃，逐步達致把澳門打造成為中葡雙

語人才培養基地的目標。

2016年，特區政府亦繼續推進《高等教育制度》的立法進程及相關配套法規的擬訂工作，

制訂了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初步方案，並完成「課程認證」的先導計劃。亦持續發

放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支持學生就學，並提供豐富的升學和就業資訊，舉辦多元化的活

動，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提升社會福利水平 保障弱勢家庭生活

在社會工作方面，特區政府持續優化各項社會援助和福利措施，致力保障弱勢家庭生活

水平，為有需要居民提供適切的社會服務，並增加了托兒服務名額。

非強制央積金 邁出關鍵一步

6月，行政會完成討論《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法律草案，隨後獲立法會一般性通

過，並由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作細則性討論，社會保障基金全力配合，相關的行政法規草

擬工作亦已展開，為澳門雙層養老保障體系建設邁出了關鍵一步。

特區政府自 2013年開始分 4年向社會保障基金注資，至 2016年底完成注資合共 370億

元，對社會保障基金的財政狀況起到了重要的穩定作用。而社會保障制度供款金額於 2016年

起只輕微調升至 90元，並維持勞資雙方 1：2的供款比例。

至於落實民生政策措施方面，遵循養老金加敬老金不低於最低維生指數的施政方向，2016

年 7月特區政府對養老金及其他給付作出調整，升幅約 3%，其中養老金及殘疾金調升至每月

3,450元。此外，於 2016年繼續為合資格的澳門居民開立公積金個人帳戶及注入預算盈餘特別

分配 7,000元，累計連續 7年的撥款，合資格公積金個人帳戶內款項最高可達 49,000元。

2016年約有 363,000人被列入預算盈餘特別分配名單，當中約 14,000人同時獲得 10,000

元的鼓勵性基本款項，涉及政府撥款金額超過 26億元，合資格的居民及長者自 8月開始已可

分階段提取款項。

中葡平台助人才培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nHoS60ve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nHoS60v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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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康復服務 促進社會共融

為更好地支持殘疾人士康復及融入社會，共同構建一個以平等權利和共融為本的澳門，

特區政府於 2016年 2月引介「2016至 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的構想，並於 4月 15日至

5月 30日就有關規劃進行公眾諮詢。經過充分考慮及分析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11月特區

政府修訂及完成規劃文本內容，隨後成立康復服務十年規劃跨部門策導小組，並由社會文化

司司長負責統籌和協調。

自康復服務十年規劃推行以來，各個部門有序地開展首階段（2016-2017年）的各項工

作，截至 2016年底，包括醫療、工作就業、社區支援、生活和教育等領域均取得階段性成果。

其中，衛生範疇擴大新生兒聽力篩查服務至全澳嬰兒，貫徹落實「及早診斷、及時治療」

的方針，透過跨部門合作，由衛生部門統籌設立的兒童綜合評估中心於 6月啟用，為有發展

障礙的兒童提供診療服務。中心成立後已優先處理約 150例的累積個案，輪候評估的時間大

幅縮短至 8周。

確立制度設定標準 城市安全多重保障

2016年，特區政府以法律法規、制訂標準、機制等方法，透過科技提升和建立區域合作

網絡等多個方面的支援，致力保障居民和城市的安全。

家暴法正式生效 食安指標續出台

5月20日，立法會通過《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法案，並於2016年10月5日正式生效。

法案的通過回應了社會對於家庭暴力零容忍的訴求，讓打擊及預防家暴有法律依據，正面回

應聯合國對防治家暴政策提出的工作建議。

2016年，特區政府陸續推出了《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嬰兒配方食品營養成分要

求》標準及 9個食安指引，草擬了《食品中甜味劑使用標準》及《食品中色素使用標準》，並

透過建立區域合作網絡，全力保障食品安全。

更新安保系統 維持社會秩序

在城市安全方面，由 219支錄像監視攝影機組成的第一階段「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

已於 2016年 9月 15日零時起正式投入使用，成為執法的重要輔助手段。

另外，中央明確特區管轄 85平方公里的海域後，特區政府將管理海域劃分為六個執勤區

域，並按照各個區域的執法需要，派駐不同類型船艇進行巡邏和值勤工作，同時制定「半小

時反應圈」的恆常行動部署，海關巡邏船艇能在半小時內到達澳門管轄水域範圍內的任一點，

對突發事件作出快速反應，從而確保海上的執法管理，維護海上的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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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跨部門小組 檢討危險品制度

為完善澳門危險品的管理，行政長官指示成立檢討和完善澳門危險品制度跨部門聯合工

作小組，由保安司司長協調各參與部門展開研究並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工作計劃，正有

序推進落實各項短期工作。

特區政府重視核電安全問題，因應台山核電站正在興建，保安當局於 2016年中取得相關

最新情況的通報，協調多個範疇部門跟進澳門應變方案的評估和修訂工作，並持續推動與廣

東省建立粵澳核事故通報機制，以更好地保障居民的安全和健康。

文化體育旅遊聯動 加快休閒中心建設

多元發展作為保障民生的重要基石，為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步伐，特區政

府於 2016年透過旅遊、文化和體育領域的合作，除了主辦多項大型節慶盛事活動，還開發出

多個新穎的旅遊文化產品，豐富了澳門旅遊的休閒元素和文化內涵。

發揮協同效應 刺激旅業增長

2016年，隨着澳門經濟發展進入新的調整期，訪澳旅客結構出現變化，入境國際旅客顯

著增加，多個旅遊指標數據錄得正面增長；同時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繼續發揮澳門在

旅遊及文化等方面的獨特優勢，積極規劃部署，完善配套設施，強化行業管理等系列工作，

致力提升旅遊服務質素。

在多個節慶活動發揮協同效應的帶動下，2016 年多個旅遊數據均有正增長。其中，入境

旅客略超 3,000萬人次，留宿旅客增幅近一成，是近十年來首次留宿旅客多於不過夜旅客。11

月，旅遊部門完成的澳門光影節及花車巡遊匯演等活動成效評估，瞭解到旅客、居民及商戶

對活動的支持度及滿意度，並為大型活動的效益評估和內容優化提供了客觀指標。

南灣雅文湖畔 體現跨界成效

特區政府積極發揮跨部門合作成效，從旅遊、文化、體育三個領域出發，透過結合觀光、

文創、餐飲、表演等元素，塑造澳門旅遊休閒新地標。

2016年 5月，文化局與旅遊局、體育局、旅遊學院等單位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合作推出

「南灣‧雅文湖畔」項目，透過水上活動、戶外表演、藝術展覽、文創產品展銷、藝墟等活

動和特色餐飲設施，豐富市民及旅客的文化休閒生活，同時也為本地文創產品開拓展銷空間。

2016年 9月推出「龍環葡韻優化計劃」，旨在打造本地推廣葡萄牙特色文化的展示及交流

科技強警 維護治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ebdRsZqT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ebdRsZq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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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同時，進一步優化社區休閒空間。

展示文化澳門 致力保護文物

在文化保育方面，澳門檔案館與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聯名申報的「漢文文書」檔案

匯集於 2016年 5月成功列入《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進一步彰顯澳門檔案文獻之價值。

建於 1892年以前的草堆街 80號，作為典型的下舖上居式舖屋，特區政府於 2011年購入

並於 2016年完成活化修復工作，12月 15日該處闢作臨時展示空間舉辦「草堆街 80號修復暨

孫中山誕辰 150周年展覽」供公眾參觀。

另外，文化部門致力貫徹落實《文化遺產保護法》並依法開展相關工作，積極推進全澳

具文化價值不動產的普查工作，於 2016年內完成了首批 10個不動產項目的評定程序。依據

相關規定，在廣泛吸納公眾諮詢意見的基礎上，編製《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意見

集，隨即展開第二階段公開諮詢，以及編訂相關的工作文本。

致力優化城市規劃，落實宜居宜行綱領

南灣．雅文湖畔

我們的世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EgGr6I6T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EgGr6I6T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HDRNXD9s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HDRNXD9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