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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營商環境 助中小企開拓創新
2018 年，特區政府繼續落實各項中小企業扶助計劃。聯同社會團體開展首批「澳門特色
老店」評定工作，扶助特色老店發展，首批共 12 家商號獲「澳門特色老店」稱號。繼續支持
商會推出「跨境電商一站式服務」，協助澳門中小企更有效地拓展內地市場。2018 年先後推出
「中小企業安裝防浸升降台資助計劃」及「中小企業安裝防洪門及水泵資助計劃」，為符合資
格的中小企業提供設置防浸升降台、加裝「防洪門及水泵」的資助。截至 2018 年底，《中小
企業安裝防浸升降台資助計劃》收到 53 宗申請，《中小企業安裝防洪門及水泵資助計劃》收
到 1,164 宗申請。而「中小企業援助計劃」接獲 11,249 宗申請，共 9,930 宗獲批，涉及援助金
額為 29.24 億元。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和國家商務部副部長傅自應共同主持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向澳門傳媒總結粵澳合作聯席會議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粵澳基金有利澳門融入大灣區建設

【澳門特區政府】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宣傳片 - 經濟成果共建共享

【澳門特區政府】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宣傳片 - 產業多元穩步發展

致力提升澳門的綜合旅遊吸引力

多點支撐多重覆蓋，落實聚焦改善民生
2018 年，特區政府依循「務實進取 共享發展」的施政理念，積極落實《澳門特別行政區
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的發展目標，致力增進民生福祉，提升醫療服務素質，推動
健康城市建設，強化社會保障體系，堅持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發展戰略，並透過跨部門協作，
努力建設「創意城市 －美食之都」，促進文化、旅遊和體育事業的發展進步。

醫療衛生穩步發展 持續打造健康城市
在衛生領域，落實「預防優先，妥善醫療」的施政理念，配合《澳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
強化大型災難和突發危機的應對能力，完善公共衛生的應急系統和預案，籌備和啟動世界衛
生組織緊急醫療救援的認證申請；擴展傳染病定點監測至私人診所，鼓勵居民接種流感疫苗，
發揮社區免疫屏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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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長者、婦女和兒童等特定群體，以及殘障人士等弱勢社群的醫療服務。近年積極增
加早療服務供應及推動家長支援工作，評估、治療的平均輪候時間大幅縮短九成至 1 個月，
情況嚴重者更獲立即治療。推出專科外展醫療服務試點、長者健康評估服務等新措施。增加
產前診斷和新生兒遺傳病的檢查項目，推廣母乳餵哺政策，進一步保障孕產婦和兒童的健
康。新生兒、孕產婦死亡率處於極低水平，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 5 年相對存活率排在世
界前列，居民平均預期壽命達到 83.4 歲，處於世界先進水平。
公共衛生服務水平不斷提升，完成九澳康復醫院工程，補充對康復治療的需求；7 月 31
日，青洲衛生中心正式啟用，全澳衛生中心的數目增加至 8 間，完善了北區基層醫療服務網
絡。衛生局不斷引入新技術和設備，延長服務時間，優化精神衛生服務機制；開展器官移植
的各項工作，擴展中醫的社區應用；積極推動《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各項工作開展，進
一步加強與非牟利和私營醫療機構的合作，為居民提供妥善優質的醫療服務。
醫學專科學院投入運作，統籌全澳專科醫生培訓。當局加緊跟進《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
執業註冊制度》的立法工作，促進醫療人員專業制度與國際接軌。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智慧醫療」，推出電子醫療券，使用期限延長至 2 年；增設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計劃的自助登記點，善用新媒體的多元渠道，加強健康教育。另外，執行更嚴格的
控煙法律，推動居民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在體育方面，推動全民運動風氣，持續落實大眾體育及競技體育雙軌並行的政策。體育
局公佈《2017 澳門體育場地調查報告》，統計全澳體育場地總面積為 873,512.58 平方米，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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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體育設施的規劃提供科學依據。特區政府爭取更多運動空間，創造運動條件，與社會各界
積極拓展「公共體育設施網絡」，發展體育事業以增強居民體質。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關顧長者扶助弱勢
特區政府不斷優化由雙層式社會保障、社會援助、社會福利構成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
對弱勢群體支援，擴展範圍，創新服務，項目範疇涉及長者和康復服務、早療兒童及失智症
長者的服務、托兒服務、無障礙環境建設、弱勢及近貧家庭的支援、發放敬老金和殘疾津貼，
以及建立防災避險體系等，全面保障居民福祉和安全。
在社會援助方面，已完成 10,000 個經濟援助個案的評估，與具條件個案訂立脫貧計劃；
近 5 年，每年平均約有 500 個家庭脫貧。透過食物補助及社會融和計劃，協助「近貧人士」
紓緩生活壓力。全力實施《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推出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2018
年托兒服務名額增至 11,000 個，比 2017 年增長了 10%。
為促進養老保障的長遠發展，經過多年研究、討論及諮詢的《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
（第
12/2018 號法律），於 2018 年 8 月 20 日頒佈並於 11 月 19 日生效。「2016 至 2025 年長者服務
十年行動計劃」的各項方案按序推進，中期階段（2018 至 2020 年）的 141 項，有 13 項已在
2017 年提早完成，2018 年繼續開展當中的 58 項。關懷失智症患者，推出戶外緊急呼援服務。
新啟用的九澳護養院，為有高度照護需要的長者提供 200 多個住宿名額。
在康復服務方面，繼續協調相關部門落實「2016 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的各項方
案，在中期階段（2018 至 2020 年）的 125 項中，53 項已在 2017 年提早開展，2018 年繼續開
展當中的 38 項。因應社會發展需要，在石排灣增設「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並整合「中
南區（沙梨頭）社會工作中心」。全面推行《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並逐步支
援社服設施開展優化工程。
配合民防架構，統籌跨部門避險工作小組，設立了 16 個避險中心、4 避險集合點和緊急
疏散停留點，相關設施在强颱風「山竹」襲澳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於 2018 年生效，標誌着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正式建成，
讓居民在未來享有寬裕的退休生活。敬老金由每年 8,000 元調升至每年 9,000 元，升幅為
12.5%。繼續發放殘疾津貼，當局透過修法，將臨時性殘疾補助津貼轉化為長期措施，由社會
保障基金以殘疾金的形式發放。同時，鼓勵殘疾人士重投社會，推出「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
業計劃」。
為落實鼓勵優生多育的政策，特區政府調升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出生津貼金額至 5,000 元。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的嬰兒，父母雙方可同時申請。繼續為合資格的澳門居民開立非
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及注入預算盈餘特別分配 7,000 元，累計連續撥款 9 年，2018 年度有超
過 37 萬人被納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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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落實教育興澳 重視青年人才培養

特區政府秉持「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發展理念，全力推動人才培育的工作，透過
教育、交流、實習及提供支援資助計劃等着手，鼓勵及支持澳門青年把握「一帶一路」和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擴闊升學、就業及創業的發展空間。
在非高等教育方面，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在粵就讀澳門學生學費
津貼的覆蓋範圍已成功擴展至廣東全省的 21 個城市。《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 －
2020）》各項目標完成率已提升至八成三。完成《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公眾諮詢。
優先發展免費教育學校系統，並着力推行融合教育，實踐教育公平。《回歸教育津貼制度》行
政法規，於 2018/2019 學年起生效，協助回歸教育學生提升競爭力。繼續推行第三階段「持續
進修發展計劃」，鼓勵居民終身學習。
在高等教育方面，繼續支持學生升學，2018 年共有 951 名學生成功獲保送至內地 69 所高
等院校就讀。正規教育高三畢業生的升學率保持在九成四以上。
《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相關配套法規已於 2018 年 8 月 8 日生效，高等教育委員會和
高等教育基金投入運作，基金啟動金額達 3 億元，為院校的發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鼓勵
高校創造更多科研成果，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推動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設，努力培養科技人
才；持續構建「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和「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
公佈《澳門中長期人才培養計劃──五年行動方案》，並整合澳門緊缺人才需求資料，完
成制定會展、飲食、酒店、零售、博彩、金融和建築七個行業的人才需求清單，為規劃澳門
人才培養的政策、措施提供指向和科學依據。
完成首階段「千人計劃」，三年內發掘和儲備超過 3,300 名本地優秀青年。成功舉辦「奮
鬥青春、放飛夢想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推動大灣區內青年的交流，共同謀劃「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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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設下的青年發展新機遇」。同時扶持青年創新創業發展，港澳地區首個國家級眾創空間在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揭牌，進一步加強與內地創新創業載體的合作，為本地初創企業特別
是青年生涯發展提供更多機會。

保育文化拓展交流 建設世旅休閒中心
在文化領域，積極開展文遺保護、文化展演、文創發展等工作。完成了澳門歷史城區保
護狀況的更新報告，並經國家文物局提交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閱；完成《澳門歷史城區保
護及管理計劃》第二階段公開諮詢；荔枝碗船廠片區獲評定為「場所」類別的文物；啟動全
澳第二批共 9 項不動產的評定程序，並有序推進多個非遺項目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的相關工作。鄭觀應紀念館正式啟用；完成了九澳聖母村 5 間小屋的修復工作，並繼續
推進聖母村活動中心（原教堂）的修復工作。

文化局成功舉辦首屆「相約澳門──中葡文化藝術節」，標誌着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藝術
合作交流機制的正式確立；繼續舉辦多項品牌盛事和城市節慶活動。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文
化產業基金新增「社區文創專項資助計劃」與「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協助打造具競爭力
的文創品牌。
致力提升大眾的文化遺產保育意識，鼓勵民眾特別是青少年積極參與澳門文化的傳承與
傳播，推動本地藝文人才的發掘、培訓和扶持，繼續推進「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劃」，並拓展
「粵港澳大灣區」跨域合作，與相關機構團體合辦「粵港澳粵劇新星匯」、「故宮博物院青年實
習計劃」、「內地與港澳中學生文化遺產暑假課堂」系列活動，促進跨域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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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遊領域，發揮澳門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目的地的建設。
逐步實現《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已展開及跟進 67 個短期行動計劃的相關工作。着力
發展海上旅遊產品，有序開展「大賽車主題博物館」的改造。「2018 澳門美食年」計劃正式啟
動，提升澳門「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綜合實力。繼續發揮大型活動的協同效應，結合體育、
旅遊及文創等元素，豐富居民及旅客的體驗感受，提升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吸引力。
2018 年澳門遊業發展良好，入境旅客超過 3,580 萬人次，按年升 9.8%。特區政府優化旅
遊環境，推動智慧旅遊的應用，落實「旅遊資訊交換平台」；進行旅遊接待能力研究，加強對
擠擁旅遊景點進行場地管理和制定應對策略，積極探討利用具旅遊發展潛力的空間拓展為新
景點，為居民和旅客重塑新的活動空間，促進旅遊業和城市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論壇開幕式
【澳門特區政府】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宣傳片 - 建設宜居城市
【澳門特區政府】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宣傳片 - 推進城市建設
行政長官崔世安施政報告將持續推行民生長效機制
行政長官崔世安特區政府優先處理改善民生的法律提案

立法回應社會訴求，履行監督聽取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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