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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長辦公室主任何慧卿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財政局局長容光亮
審計局局長梁煥庚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土地工務運輸局代局長劉振滄
建設發展辦公室代主任張嘉倫

結束時間：下午四時五十一分

運輸基建辦公室主任何蔣祺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財政局副局長何燕梅
財政局公共會計廳廳長鄧世杰

主席：賀一誠
議 程 ： 一 、 政 府 代 表 介 紹 《 2015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情 況 報
告》及《201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報告》;

副主席：林香生

二、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立法會本身預算案的全體會議議
第一秘書：崔世昌

決案。

第二秘書：高開賢

簡要：鄭安庭議員、麥瑞權議員、劉永誠議員（與馮志強議
員、崔世昌議員及崔世平議員聯合發言）、陳明金議

出席議員：賀一誠、林香生、崔世昌、高開賢、馮志強、
關翠杏、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陳澤武、
鄭志強、區錦新、黃顯輝、高天賜、崔世平、
梁安琪、陳明金、劉永誠、麥瑞權、蕭志偉、
何潤生、陳美儀、唐曉晴、陳亦立、陳

虹、

鄭安庭、施家倫、馬志成、李靜儀、黃潔貞、
宋碧琪。

員、梁安琪議員、施家倫議員、宋碧琪議員、黃潔貞議
員、何潤生議員、蕭志偉議員、高天賜議員、陳虹議
員、陳美儀議員、李靜儀議員、關翠杏議員、馬志成議
員、吳國昌議員、區錦新議員先後發表了議程前發
言。接著 政府 代表介紹 《2015 年度預 算 執行情況報
告》及《201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報告》；最後通過了二
零一七財政年度立法會本身預算案的全體會議議決案。

缺席議員：歐安利、梁榮仔。
會議內容：
列席者：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

主席：各位議員：

審計長何永安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陸潔嬋

第五屆立法會第四個會期今日復會了，下面我們進入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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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瑞權：多謝主席。

鄭安庭：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各位同事：

近日有傳媒報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臨別的時候，送出了
多個“大禮包”，親自宣佈中央政府為支持澳門發展制訂的十

下午好！
總理李克強上週訪澳出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
壇，發表了重要的講話，宣佈了 18 項新舉措，其中包括支持澳
門特區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為中葡企業合作提供金融支
持，在澳門成立中國──葡語國家企業家聯合會、雙方人才培
養基地，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推動澳門平台發展的決心。
而事實上，澳門行政長官於 2016 年的施政報告中亦都提出
了“加大力度推動澳門特色金融產業發展，透過各種政策法規
上的配合，將澳門境內打造成金融生態圈，助力為金融產業的

九項新舉措，包括要支持澳門建設智慧城市，推動澳門電商產
業的發展等等，支持澳門建設三個中心，即葡語國家食品集散
中心、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
心，支持澳門中小企業和青少年把握互聯網發展機遇，增強在
線和線下聯動，促進電商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亦都期望特區
政府和內地部門加強銜接，讓惠澳政策最終“生根、結
果”。」
現時，很多的廣大市民的共同目標就是共建幸福澳門，因
此，特區政府就應更珍惜國家給的“厚禮”，抓住這個國家發
展機遇，當然要堅持做好「以人為本、科學決策」，評估好自身

產值快速提升。”有不少專家學者均認為，打造中葡金融服務

的綜合實力，發展優勢、改善不足，團結一致依法施政，積極

平台，為中葡企業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就是澳門最具特色的金

化解澳門社會的各項深層次的問題。

融業。中葡平台的建設，要進一步發揮好澳門平台的作用和功
能，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撐。為中葡企業合作服務特色的金融
業，將成為“澳門平台”的重要一環。

然而，有市民就質疑，中央政府送這麼多個“大禮包”給
澳門，我們是否已準備好足夠的實力條件去迎接呢？例如：要
建設三個中心，發揮好澳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平台的作用，就

尤其是在目前本澳亟待經濟轉型升級及適度多元發展的時

必然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尤其是中葡翻譯人才、中葡雙語法

期，發展特色金融有望成為新的突破點。不過，要認真積極發

律人才，甚至是熟識葡語系國家會計體制的專業雙語人才。早

展特色金融，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相應的法律制度必不可

前亦都有些團體就本澳青年發展和競爭力進行調查研究，結果

少，經濟財政司梁維特司長曾表示，“發展特色金融產業以做

顯示掌握到葡語的不到 1 成。隨着中葡經貿合作規模擴大，如

好法制建設為先。”這個是事實，若澳門過時的金融法律制度

果澳門缺乏中葡雙語人才的事實，就定必會影響中葡商貿合作

還不盡快修改的話，有可能阻礙了本澳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

平台的可持續發展，這問題又將會怎樣可以改變呢？

台。

事實上，上述所提到現實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特區
為此，本人敦促當局，應“打鐵趁熱”，在維護澳門金融

體系安全穩健的前提下，為打造中葡金融服務平台，以及中葡
企業合作提供金融支持，盡快完善相關金融法律法規，開展有
關配套政策的研究和規劃。此外，本人建議，為打造中葡金融
服務平台，必須加強培育及建設精通中葡雙語的金融業人才隊
伍，專門為中葡商貿合作的企業或個人客戶提供存貸款、結
算、清算、貿易融資等服務，不僅可以促進人民幣在葡語系國
家使用，有助中葡企業在商貿合作的往來，同時可進一步發揮
澳門中葡平台作用和功能，促進澳門特色金融業的發展。

政府要解讀好中央給予澳門的優惠政策，就一定要切實發揮其
效用，應該充分地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提高自身的綜合實
力，尤其是相關產業專業人員的素質和數量，若因為自身條件
不足而無法配合政策的發展，將可能錯失國家精心準備的“大
禮”。因此，特區政府是否就應該有針對性措施，去提升官員
的綜合素質？而面對國家給予的發展新機遇，特區政府又將如
何作出新的部署，為達到國家對本澳的期望和實現建設幸福澳
門作出應有的貢獻，請問特區政府各位官員準備好未呢你們？
唔該。

多謝！

主席：劉永誠議員。

主席：麥瑞權議員。

劉永誠：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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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馮志強議員、崔世昌議員、崔世平議員及我本人的
聯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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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在平衡各方利益下作出修訂，簡化進行夜間工程而提出的
豁免程序，使到城市建設得以更好地推動，實現符合預期的施
政目標。

隨著社會急速發展和居民生活習慣改變，有關日常生活及
建築工程所引起之噪音投訴個案，近年來有顯著上升趨勢。有

多謝。

見及此，政府在舊有條文基礎上，對《預防和控制環境噪
音》（下稱《新噪音法》）進行立法工作，填補舊法令的空白和
不足之處，透過更清晰的法規指引，監管各類的噪音污染問

主席：陳明金議員。
陳明金：多謝主席。

題，祈望打造宜居的和諧城市。
為了完善新口岸區的污水截流管，工務局研究決定公開招
然而，澳門作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漸趨
緊密的區域經濟發展下，每年須接待數千萬名旅客，更要為配
合城市向前發展而展開挖地鋪路、興建公共設施、興建樓宇等
等的基建項目。工程許多時都要在繁忙的生活節奏和複雜擁擠
的路面狀態進行，倘若新訂立的法規欠缺靈活性，許多項目都
有可能出現滯後、延誤的情況，造成社會損失。更甚者，因工
程而起的道路不暢通亦會引來民怨，還會令到旅客對本澳旅遊
城市的形象大打折扣。
《新噪音法》條文對樓宇進行維修保養、打樁工程的時間
作出了更嚴格規定，亦有對“空調及通風設備”，“工業、商
業或服務業樓宇或獨立單位中的任何活動”作出噪音管制；工
程業界如要在晚間施工，根據第五條之規定，必須獲得行政長
官批准方可進行。

標競投，在鄰近教科文中心至黑沙環污水處理廠之間，建造一
條直徑兩米、全長 2.4 公里的管道。由於工程集中在交通繁忙
的友誼大馬路，如果選用一直以來的明挖施工，將長時間佔用
兩條行車道，對該馬路及外港一帶的交通將造成重大影響。政
府跨部門協調後，破天荒在澳門選用盾構法施工。由此“創
舉”可以看到，澳門還是有官員想做事、會做事；對能做
事、做成事的官員，應該支持鼓勵！
在內地，盾構法已經是技術十分成熟的施工法，高鐵、輕
軌、地下共同管道等等，穿山涉水都不是問題，如今，有關技
術早已經走向國際。去年 11 月，本人和多位同事參觀廣深港高
鐵項目，深圳福田站是亞洲最大的交通樞紐，能建成通車，盾
構法施工，創下多項世界記錄。澳門要建的污水管道，如今的
盾構技術絕對不是問題。作為政府，應該有信心將這個工程打

另外，目前註冊機動車輛多達二十四萬輛，為本澳路面狀

造成“樣板工程”，藉此告知居民，工程每天都有，但在 10 米

況帶來沉重壓力，在新法實施後，以往可以在晚上進行的道路

左右的地下掘，基本不涉及水電管網，噪音、風雨影響小，關

工程，被迫安排在日間執行，這肯定會對道路使用者帶來不

鍵是少封路，不用擔心好似氹仔廣東大馬路下水道重整、亞利

便，甚至令交通擁擠的情況更加嚴重。其次，澳門建築項目漸

雅架圓形地新污水泵站建造，花大錢、做傻仔，長時間封

趨複雜，部分施工技術需要不間斷進行才能達到最佳建造效

路，工務局、民署掘完一兩年又掘，水電公司跟著掘，“掘到

果，例如地下盾構式隧道挖掘、大口徑鑽孔樁、地下連續

澳門人心都亂晒”！

牆、鋼結構焊裝、大方量混凝土澆灌等，建議政府應就這些特
別情況引入簡化豁免管制施工時段機制，讓施工單位向當局申

本人一再呼籲政府要重視地下管道的建設，政府的回覆

請，經評估後可酌情允許在不超過噪音管制範圍內進行連續施

是“澳門好難搞”。小販都知道：老城區，例如鄰近新馬路的

工，確保施工的連續性同時，亦都保障市民免受噪音滋擾。

營地街、福隆新街等，每逢大雨、海水倒灌，雨水、油水、屎
水，一起谷上來，好多遊客、居民跣到“癱癱腰”。

展望將來，輕軌工程項目、新城建設、第四條跨海大橋及
其他大型基建工程，將會陸續開展，以上各項與市民生活息息

老城區如是，新城區也是。9 月 20 日，下水道重整後兩三

相關的基建工程，若因法律法規欠缺靈活性，而導致工程滯後

年的高士德街爆屎渠，外交公署“差Ｄ被屎水浸”，附近商家

情況，最終損害的會是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和期盼。工程業

幾十次致電民署無人理。搞到報警，民署來到，老舊裝備通

界雖可向行政長官申請夜間進行施工，但必須經過繁複的行政

渠，現狀是：澳門半島 8 隊人、離島 3 隊人，55 人負責全

程序，這會耗費大量時間和行政成本，因此本人認為，目前法

澳，少過回歸前。這 10 多年，“通渠佬”退休的、死亡的，多

例的豁免項目有必要作出調整；而《新噪音法》實施近一年

過新請的，厭惡行業，人工低、難請人，去年民署請到兩名渠

半，政府應要適時檢討該法的執行情況，多聆聽市民和業界意

務前線人員，變成“新聞”，但仍然未改變寫字樓人多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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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對日益增加的污水排放，建設辦造渠、工務局改渠，官

度和職業修養，樹立正面的人生價值觀，未來當局須進一步加

員是否應該有更多的新思維？民署護渠，是否要學香港適當外

強落實負責任博彩政策，從多方面著手保博彩從業員的身心健

判？

康，使他們能以健康的心態為澳門博彩業的可持續發展而努
力。
“金光大道”以前只有寂寞的 12 生肖和荒草，如今超豪酒

店林立，澳門表面的問題固然重要，地下的問題，遊客、居民

多謝。

可以不知道，但為官者要知道；要高枕無憂，就不能出現“水
漫金山”；要排除隱患，就必須有新思維的官員勇於承擔！
多謝。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近期坊間熱議關於博彩從業員在工餘時間進入全澳賭場博
彩的立法問題，博監局早前亦表示對立法方面已有初步共
識，政府明確會限制博企員工在工餘時間進入賭場，爭取明年
立法會換屆前上交立法會，本人對防止博彩從業員進入賭場博
彩的理念表示認同，希望政府可以明確立法的目的，謹慎立
法，令法律具實際操作性。
近年有關博彩員工濫賭的新聞亦不時發生，綜合過往多份
研究報告，很多發現莊荷是博彩成癮的較高危人群，博彩從業
員收入雖然可觀，但工作單調，且輪班制的上班時間使其社交
活動圈有限，加上大額金錢不時在手中流轉，最終因壓力未能
紓緩及受不住金錢引誘而參與賭博。在特區政府未推行負責任
博彩政策時，本人於 2006 年已設立負責任博彩機構，後期並加
設娛樂場駐場服務以協助包括博彩從業員在內的賭博成癮
者，但私人能力始終覆蓋範圍有限。
早前已有博彩從業員表示政府並未向他們諮詢意見，很多
博彩從業員表示對相關立法目的並不清晰，不少員工認為禁足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下午好！
近日，李克強總理訪澳期間關注本澳都市更新的情況，並
提到“住房是民生最重要的方面”。都市更新不僅關乎民
生，而且是澳門發展的重要潛力，若都市更新無法突破，諸多
發展戰略規劃，例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總體城市
規劃的制定等都將受到制約。
對於都市更新的重要性，政府也屢有表態和承諾，但是相
關措施顯得零零散散，似乎未有整體思路。都市更新的法律制
度至今未有時間表，政府落實都市更新的決心未夠、方向未
清、方式未定。
都市更新是數十萬舊區居民十多年來的迫切期待，也是城
市擴容發展的潛力所在，且隨著多個大型博企工程項目完
工，大量本地建築工人存在失業隱憂，推動都市更新適當其
時，不僅可以再次激發城市活力，還可以吸納大量建築業勞動
力，從而確保建築工人可持續就業。都市更新不能再等，不可
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為此，本人提出如下建議：
一、澳門城市要向上發展擴充潛力

令是對博彩從業員的歧視，對此，當局除了在諮詢業界意見
外，應廣泛諮詢博彩從業員的意見後，再決定如何立法，從而

據 了 解 ， 現 時 本 澳 平 均 人 口 密 度 達 每 平 方 公 里 21,100

凝聚社會共識。此外，在立法方面，如何處理、執行、罰則及

人，當中人口普遍集中於舊區，例如黑沙環及祐漢區的人口密

保障各博企員工資料不外洩等方面的實際操作上有較大的難

度接近每平方公里 15 萬人。舊區地少人多，道路狹窄，在進行

度，因此當局在日後的立法時應謹慎對待，明確立法的目的是

重建時亦難以往外擴展，為了擴大舊區容積率，一些舊區可採

對博彩從業員權益的維護，透過法律保護博彩業員工，並協同

取“向上發展”的方向，政府可以按個案方式來評估及分

六間博企制訂清晰的政策和指引，令各大博企有法可依。

析，適當放寬樓高標準，使舊區釋放更多容積。

最後，防治問題賭博的根源應該從教育著手，尤其是針對

二、都市更新要儘快訂立立法時間

新入職的博彩從業員加強培訓及教育，以助降低博彩從業員沉
迷賭博的機率，政府可與博彩公司合作，為博彩從業員舉辦一

都市更新工作涉及社會多方面利益，需建立完整的法律配

些文娛康體活動以及講座和培訓班，培養從業員正確的工作態

套及制訂標準規則才可開展。例如業權比例、補償問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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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等均需法律制度明確規定。當局在立法上已經拖延多

可能是行政法律問題。行政不協調、架構重疊、法律滯後一直

年，實現都市更新立法刻不容緩，當局應當優先推動。

受到澳門社會批評，直到今屆政府才拎起心肝進行行政改
革，但與社會所期望的仍有一段距離，可以說行政改革仍未算

三、引入財政措施推動都市更新
李克強總理提議 特區政府可參照內地改革重建舊區的經
驗，以一定的財政手段創造條件，推動重建，提高容積率。政
府可借鑒內地經驗，由政府來主導，創新手段，透過搭建多元
投融資平台，發行債券和股票等形式，引入符合一定資質的企
業資本和民間資本，以商業化運作模式來推動都市更新。
主席：宋碧琪議員。

得成功，仍需要下大力氣往深處走，重拳重點深化改革。雖說
在五年規劃的最後一個章節，特區政府亦提到了善治，但從委
員會的組成看，負責行政的主管部門在沒有參會下將如何從整
體佈局上執行善治的理念、完善行政體系的發展呢？居民是擔
憂最終可能發得力氣最多的仍在協調溝通上，政策的實施可能
凍過水。

無論如何，五年規劃是特區政府首次推出短、中、長期的
發展佈局，能踏出第一步雖然不易，但也難得。在如此難得的

宋碧琪：多謝主席。

機遇下，特區政府更應由上至下一條心、整合全部力量朝目標
邁進，以實際行動落實國家對澳門的政策。為此，建議負責建

回顧澳門十五年的發展，特區政府是重點傾斜發展博彩旅
遊，並以此拉動全社會的經濟發展，但在社會由上至下的社會
各界努力下，澳門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粗放式發展，為特區的財

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規劃的委員會應合五司之力，由五司共同
參會，即時同步當面溝通協調，減省行政流程，做好規劃的落
實工作，共創美好澳門。

政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豐厚收入，但與此同時也為廣大居民帶來
不同的深層次發展問題，尤其是青年人的未來出路問題。在十

多謝。

五年打下的經濟基礎上，社會殷切期待特區政府能善用好這一
切來之不易的經濟，積極謀劃澳門人長遠的發展。近年來，社
會亦都不斷呼籲要求特區政府要轉變這種發展的模式，加強科

主席：黃潔貞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

學規劃，打造有生命力的澳門之都，開創出澳門人的明天。
各位同事：
千呼萬喚始出來，為謀劃澳門發展，特區政府在年前成立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專責整體研究部署，進行頂層

早前國務院李克強總理來澳視察，充分體現出中央政府對

設計。委員會由行政長官親任主席領導，可見長官重視，並將

澳門發展所給予的切實支持。中央按澳門的新需求，訂定了一

五司中的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等三個司列為

系列措施，當中包括支持澳門成立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

成員，外加上行政長官辦公室及政策研究室代表。在此次規劃

平台、企業家聯合會、文化交流中心、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及青

的擬定，由長官領隊到內地各部門溝通協調對接國家對澳門的

年雙創中心等等。這些措施都是要鼓勵澳門發揮獨特的優

定位規劃，並透過委託內地的專家研究，再加上以政研室及長

勢，承擔起一個平台的重任，發揮好中葡之間的重要橋樑角色

官辦公室顧問組成的前線民意收集，經過大半年多時間，特區

作用，從而促進澳門經濟及社會多元發展。然而，本澳要落實

政府終於正式出台五年發展規劃文本。

中央給予的措施，政府要把好舵，社會要有人才，特區要上下
一心共同努力才能實踐。

規劃文本以落實國家「十三五」規劃對澳門建設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定位作為依歸，系統制定未來五年本澳經濟社會發

特區政府方面，各司局官員要多為特區“動腦筋”、“想

展的願景，社會充滿期望。五年規劃充分結合「一個中心、一

辦法”，更要提升工作績效，把中央給予的各項大禮與五年規

個平台」建設的城市發展總目標，提出宜居、宜業、宜行、宜

劃相結合，必須要在未來的各施政領域當中要有充分的體

遊、宜樂的城市建設理念，可以說願景是很美好，口號亦很漂

現，讓各項的措施能具體執行並落到實處，最終令社會及經濟

亮，但市民更加關注的是規劃如何有效落實，帶領澳門走出新

可以穩步發展，改善民生。而政府亦要多向市民宣傳何謂“一

傷舊患，創出前路？

個中心”及“一個平台”，讓市民也了解特區的發展方向與目
標，一起參與及監督特區的未來發展建設。

相信大家亦心中有數，澳門過去每年的施政文本亦都很美
好，但往往在落實上總有些遺憾，而造成這些遺憾最大的因素

人才需求方面，兩年前政府成立了人才發展委員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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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配合社會發展的需求，盡快規劃好人才發展的戰略部

參與中葡合作項目的貿易結算、專項投資、跨域貸款等。而

署，以加強人才的培養和儲備。但兩年多以來社會仍未見凸顯

且，在配合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本澳可進一步發揮在

的人才回流或培養的成果，在人才發展委員會的網頁中只見一

金融方面的角色，如未來參與“一帶一路”而發展租賃金融

些會議情況及委員會的建議，卻未見完整的計劃部署；而相關

等，改變現時銀行金融業界的單一業務結構，最終以擴大銀行

各專業，例如金融、電子、文化和語言等這些人才方面的統計

金融業佔 GDP 的份額，打造成為本澳的另一支柱產業，反哺澳

數據極為有限，這是不利於人才培養的政策。因此，建議人才

門整體經濟發展，助推經濟真正達至適度多元。

委員會未來應結合五年規劃，加強與高等教育及非高等教育部
門溝通，盡快訂定有利澳門發展的專業人才培養的短、中、長
期的人才措施和政策；建立鼓勵人才留澳和回澳的機制；推動
協調與人才培養相關的本地、區域及國際合作等各項重要工

眾所周知，任何產業的蓬勃發展都離不開人才的推動
力，本澳發展金融產業亦離不開相應人才隊伍的建設，惟現時
單靠民間推動，力量不足。因此，特區政府需要主動牽頭，加
緊與本地有關高等院校合作，圍繞金融業實際需求與特色金融

作。

產業的前景設置專業，加強與國際專業認證機構合辦課程，在
另外，多年來葡語在澳門的使用率、普及率並不高，社會

新形勢下創造更多職業發展的可能性，讓年輕人了解和掌握特

亦忽視了葡語的重要性。因此在中葡雙語人才的培養方面，建

色金融的情況，為其成長、成才搭建創業的舞台，促進特色金

議政府要制訂推動葡語教育發展的政策，落實在五年規劃中提

融在澳發展。

及的要持續優化“三文四語”教育計劃；同時亦要加強各教育
階段葡文教師的在職培訓，並且引入優良的師資，為未來更好
地推進本澳葡語教育的發展一齊努力。

當前，中央政府已為澳門發展金融產業創設條件，特區政
府亟需在人才、制度和法律等基礎建設方面制定相應的配套措
施，積極為金融業發展營造良好、健全的外部環境，結合澳門

唔該。

的“平台優勢”，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引入符合特色金融特點
的產品與服務，進一步打造金融生態圈，實現金融服務業的多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視察澳門期間宣佈，支持澳門

元化發展，為本澳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注入新動力。
多謝。
主席：蕭志偉議員。
蕭志偉：多謝主席。

打造中葡金融平台，為中葡企業合作提供金融支持。這無疑是
為當前特區政府正積極謀劃發展的特色金融指明了發展方

各位同事：

向，同時也是對特區政府經濟適度多元思路的高度肯定。
今日發言的主題是“打造安全城市，為澳門發展保駕護
長期以來，本澳經濟的特點是對博彩業過度依賴，致使在

航”。

發展過程中易面臨不穩定風險。自 2014 年中開始，博彩業收入
大幅下跌，整體經濟陷入深度的一個調整。在本澳經濟發展放

中葡第五屆部長級會議成功在澳門舉辦，特區政府投入了

緩、面臨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卻蘊藏著經濟結構調整與產

全方位的警力資源，通過合理、科學的調度，確保會議得以在

業轉型的機遇，尤其是銀行金融業可以充分發揮“引擎”作

最少影響市民生活的前提下安全、有序進行。這離不開特區警

用，助推本澳經濟提質增效。

務人員的辛勞付出和市民的積極配合。本屆中葡論壇雖已暫時
落下帷幕，接踵而來的又有國際會議和盛事活動在澳門舉

事實上，特區政府為精準發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結合澳門優勢，發展特色金

辦，隨著澳門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澳門舉辦國際盛事的機會
將越來越多。

融產業。本澳政治制度穩定，擁有獨立關稅區、自由港、資金
進出自由等商業環境，具備將銀行、金融業打造成支柱和核心

常言道，居安應思危。當今國際社會的安全形勢依舊不容

產業的先天優勢。因此，在現時中央一系列惠澳措施的支持

樂觀，恐怖襲擊事件和突發的安全事件幾乎每日都會發生。澳

下，借力“平台經濟”模式的輻射作用，使本澳金融業更好的

門近年來積極參與國家發展戰略，亦被賦予更多的國際性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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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持續承辦多項國際盛事；同時，澳門的人口居住密度亦為
世界第一，再加上入境人數的流動龐大等，特區政府在處理公
共安全問題的能力上，必須因應時局的需要而不斷加強，以確
保在應對發生公共安全事件的同時，具備有效、快速的應對機
制及最優處理能力。有下列四點是需要高度重視：

7

de previdência social.
Quanto à supracitada norma para-constitucional entende o Prof.
Doutor Ieong Wan Chong, que “Como se aplica na Lei Básica de
Macau, com base na política “Um Pais, Dois Sistemas”, o órgão
legislativo, que é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ao elaborar as leis

一、做好事前預警的工作；二、提高處理突發事件的能

relativas aos sistemas e às políticas concretas de Macau, deve

力；三、完善跨部門危機處理機制；四、加大力度打擊互聯網

respeitar a Lei Básica e assim revelar que os regimes, políticas e leis

犯罪。

aplicadas na RAEM, respeitam a disposição do artigo 31.º da
Constituição da RPC.”

展望未來，隨著國家不斷賦予新的責任和國際地位的不斷
提升，澳門作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將成為一種新姿態，特區

Os estudantes chamaram também à atenção para o artigo 5.º da

政府在致力於發展和構建澳門社會和諧穩定的同時，應將公共

Lei Básica que diz o seguinte: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安全的問題提升到最新的高度，為澳門未來美好的發展全局保

de Macau não se aplicam o sistema e as políticas socialistas,

駕護航。

mantendo-se inalterados durante cinquenta anos o sistema capitalista
e a maneira de viver anteriormente existentes.”

主席：高天賜議員。
José Maria Pereira Coutinh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Na semana passada, estive reunido com um grupo de
trabalhadore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simultaneamente estudantes
de cursos nocturnos das universidades locais e que levantaram uma
questão bastante pertinente quanto ao sentido e alcance de algumas
disposições legais constantes da Lei Básica e que entre si, entreligam.

À referida norma, o ilustre Prof. Doutor Ieong Wan Chong,
entende que “A manutenção, durante cinquenta anos, do sistema
capitalista e a maneira de viver anteriormente existentes, significa
que em Macau, não será construído um novo sistema, nem adoptado
o sistema capitalista de outros países, mas sim mantido o sistema
capitalista existente em Macau, e a maneira de viver que lhe
corresponde. Isto foi bastante importante para assegurar a transição
estável de Macau e o desenvolvimento estável durante longo tempo.

Os estudantes referiam, em primeiro lugar, ao artigo 11.º que

Muitos artigos da Lei Básica, sobretudo os Capítulos V e VI sobre a

reza o seguinte. “De acordo com artigo 31.º da Constituição da

economia e assuntos culturais e social, respectivamente, refletem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os sistemas e políticas aplicados na

directiva da manutenção do sistema capitalista existente durante 50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incluindo os sistemas

anos.”

social e económico, o sistema de garantia dos direitos e liberdades
fundamentais dos seus residentes, os sistemas executivo, legislativo
e judicial, bem como as políticas com eles relacionadas, baseiam-se
nas disposições desta Lei. Nenhuma lei, Decreto-lei,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ou acto normativ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pode contrariar esta Lei.”

E em terceiro lugar, os estudantes levantaram a questão do
sentido e alcance da norma constante no artigo 98.º da Lei Básica
que diz o seguinte: “A data do estabeleciment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s funcionários e agentes
públicos que originalmente exerçam funções em Macau, incluindo
os da polícia e os funcionários judiciais, podem manter os seus

Os estudantes levantaram dúvidas quanto ao significado

vínculos funcionais e continuar a trabalhar com vencimento,

profundo da manutenção do sistema social vigente antes e depois da

subsídios, e benefícios não inferiores aos anteriores, contando-se,

RAEM, designadamente quanto à constante diminuição da protecção

para efeitos de sua antiguidade, o serviço anteriormente prestado.

do sistema social dos trabalhadores da função pública antes e depois

Aos funcionários e agentes públicos, que mantenham os seus

do estabelecimento da RAEM mais precisamente até 2007, altura em

vínculos funcionais e gozem, conforme a lei anteriormente vigente

que o sistema de protecção social de pagamento de pensões de

em Macau, do direito às pensões de aposentação e de sobrevivência

aposentação foi alterado para o regime menos protectivo de sistema

e que se aposentem depois do estabelecimento da Regi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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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u aos seus familiares, a Região

其後，他們就原有的社會制度在特區成立前後均維持不變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paga as devidas pensões de

的深層含義提出了疑問，尤其關於在特區成立前後對公共行政

aposentação e de sobrevivência em condições menos favoráveis do

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障不斷削減方面，準確而言是在 2007 年，當

que as anteriores, independentemente da sua nacionalidade e do seu

時將支付退休金的制度改為公積金制度，一個提供較少保障的

local de residência.

社會保障制度。

De facto, o regime de pagamento de pensões de aposentação e

就上述的具準憲法性質的規定，楊允中教授認為，“根

de sobrevivência foi implementado antes do estabelecimento da

據《基本法》的規定以及‘一國兩制’政策，立法機關，即立

RAEM e vigorou durante sete anos dos primórdios da RAEM até ser

法會，在制訂涉及澳門制度及具體政策的法律時，應遵守《基

extinto pela Lei n.º 8/2006 de 28 de Agosto, com excepção aos

本法》，以及應體現在特區適用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恪守《中華

magistrados judiciais e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sta situação de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

excepcionalidade, levanta outra questão ainda mais importante
quanto justeza da não extensão aos trabalhadores das classes mais

其後，學生們亦提到應注意《基本法》第五條，該條規

humildes, quando confrontado com o artigo 25.º da Lei Básica que

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

diz o seguinte: “Os residentes de Macau são iguais perante a lei, sem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discriminação em razão de nacionalidade, ascendência, raça, sexo,
língua, religião, convicções politicas ou ideológicas, instrução, e
situação económica ou condição social.”

就該條規定，楊允中教授認為，“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意味着澳門將不會建立新制度，亦
不會適用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但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Exemplificando, será que não estaríamos hoje, perante uma

度及相關的生活方式。這對於確保澳門的平穩過渡以及長期穩

violação grosseira do artigo 25.º da Lei Básica quando um

定發展十分重要。《基本法》中有很多條文，尤其是第五章（經

magistrado judicial ou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tenha direito a

濟）及第六章（文化和社會事務）均反映了保持原有的資本主

inscrever no regime de Aposentação e Sobrevivência e um simples

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指示。”

funcionário administrativo tenha forçosamente de ser inscrito no
Regime de Previdência? Não estaremos assim, perante uma mudança
da maneira de viver muito diferente da maneira de viver outrora
existente para o funcionário administrativo que face à inexistência de
uma pensão de aposentação e de sobrevivência levará à diminuição
da sua qualidade de vida e dos seus familiares?
Muito Obrigado.

第三，這些學生對《基本法》第九十八條規定的意義和範
圍提出了問題，該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在澳
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務人員和司法輔助人員，均可留
用，繼續工作，其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
準，原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依照澳門原有法律享有退休金
和贍養費待遇的留用公務人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退休
的，不論其所屬國籍或居住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他們或其
家屬支付不低於原來標準的應得的退休金和贍養費。”

（高天賜：多謝主席。
事實上，退休及撫卹制度在澳門特區成立前已實行，且在
上星期，本人與一群修讀本地大學夜間課程的公共行政工

回歸後首七年生效，直至被八月二十八日第 8/2006 號法律取

作人員舉行會議。會議上，他們就《基本法》中某些規定的意

代，但法院及檢察院司法官除外。當比照《基本法》第二十五

義及所及範圍提出疑問，而這些規定是互有關聯的。

條的規定：“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
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

學生們首先提到第十一條，該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
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

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這種例外情況引起
了另一更重要的問題，關於公平性不延伸至基層工作人員的問
題。

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
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
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

舉個例說，一位法院或檢察院的司法官有權在退休及撫卹
制度登記，而一名普通的公務員要被迫在公積金制度登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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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水平。

務員而言，由於沒有了退休及撫卹制度，與過往的生活方式非
常不同，這種改變不是會令他們及其家人的生活質素降低嗎？

隨著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往來密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
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優勢愈趨明顯，在中央政府的大

多謝！）

力支持下，澳門大力發展葡語教育，培養中葡雙語人才，正是
一個良好契機，希望特區政府、教育界，乃至全社會，都應牢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日前，國家總理李克強蒞澳時表示，希望澳門深化平台作

牢把握機遇，不要落後於形勢。
多謝。
主席：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用，支持澳門成立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文化交流
中心、雙語人才培養基地等等。澳門要實現成為“中國與葡語

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來澳期間，宣佈了中央政府支持

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和人才培養基地，中葡雙語人才的培

澳門經濟發展的 19 項新舉措，深刻體現出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經

養和儲備顯得尤為重要，當中教育便承擔起重要的責任。

濟多元可持續發展和“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決心。這個是澳
門經濟發展的重大利好，將有力推動實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

特區政府去年提出要將澳門發展成為“亞洲葡語人才培訓
中心”，《特區五年發展規劃》將葡語人才培養作為重點之
一，可見當局已經意識到培養中葡雙語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近年來，特區當局持續推行“培養葡語教師及語言人才資

的目標。特區政府務必要抓住國家發展機遇，盡快讓中央支持
澳門的政策措施能夠具體化并加緊落實。正如李克強總理在離
澳前特別強調的，“請特區政府與國家有關部門加強銜接，使
措施明確，在澳門‘生根結果’”。

助計劃”，成立“語言培訓中心”，支持學校開設葡語課程
等，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距離社會實際需求還存在很大的
距離。

今年 9 月圍繞實現“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特
區政府公佈了《五年發展規劃》，提出了“未來五年特區經濟社
會發展的總體藍圖”。然而一直以來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過

由於歷史原因，澳門的葡語教育一直未能得到普及，以葡
語作為常用語言的澳門人口回歸後呈持續減少的趨勢，據澳門
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2014 年的調查顯示，葡語的使用率介乎百分
之零點四至零點九。葡語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官方語言之
一，理應受到足夠重視，但實際情況卻相反。究其原因，一則
因為澳門居民對葡語學習的重要性及其發展空間認知不足；二

程中并不缺少願景和藍圖，總是實現願景和藍圖的具體政策和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缺少的。以該“五年規劃”為例，空有願景
和藍圖，市民看不到實現民生福利的具體措施和步驟，中小企
也看不到參與建設“一中心”的具體路徑。此次總理宣佈的 19
項惠澳政策，可以說是推動實現五年規劃中經濟多元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具體措施，需要特區政府主動加緊落實。

則因為特區政府對葡語教育欠缺中、長期規劃；三則因為現時
的葡語師資不足，教育成效不彰。
為此，本人建議特區政府做好以下工作：

在此，我建議特區政府至少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強工作的主動性，責成有關部門，結合澳門實
際，圍繞 19 項新措施逐項開展研究，盡快提出落實的具體政策

一、盡快制定葡語教育中、長期規劃，加大資源投入，建

考慮和實施步驟；

立包括特區政府、大中小學、民間機構在內的“一條龍”培訓
葡語人才體系；

二、是與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加強銜接，提出需要中央政府
有關部門進一步解決和落實的具體政策建議；

二、為語言培訓中心訂定清晰的培養目標和具體培訓方
案，豐富葡語及中文的教學手段，持續培養葡語教師和語言

三、是圍繞落實 19 項新舉措，做好澳門自身的工作。澳門

人才。適當引入葡語國家的葡語優良師資進入各教育階段的

行政當局不能只是坐等中央政策，更要盡快檢討、彌補自身不

學校進行支教，支持本地葡語教師赴葡進修、實習等，提升

足。例如要馬上檢討碼頭建設、水域航道管理、口岸建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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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空間。

和“遊艇自由行”順利實現。
特區政府在五年發展規劃文本中，提出了為居民提供更多
總之，特區政府要提升工作的主動性和工作效率，盡快落

就業機會和可選擇的類型，從而保障居民有穩定的收入，以及

實政策細節和具體措施，充分用好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經濟多元

有實現橫向及向上流動的空間；然而，從政策上，當局仍流於

可持續發展和“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決心和政策支持，為市

口號式的主張，只是老調重彈地提出一些既有的保障措施，在

民福祉、經濟繁榮做出最大努力，早日實現“一個中心”的發

如何調控外僱數量、如何完善退場機制及推動本地人向上流動

展定位。

等各方面仍未見任何實際舉措。

多謝。

本人促請政府在來年施政方針中，提出具體的政策措
施，以履行好分析本地人資市場需求的職能，不但需掌握各主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唔該主席。

要行業的人資需求狀況，還要對本地人資的供需情況、專業能
力和技術水平，以至批准輸入的外僱之具體職種做相關的數據
比對，從而做好相關的職業培訓、人資配對和轉介，一方面為

各位同事：

目前受經濟環境變化而出現的就業問題作好準備；長遠而
言，政府亦必須有實際工作，去彰顯落實五年規劃裏面關於就

在經濟下滑或職位減少時，有序削減外地僱員優先保障本

業方面政策的決心。

地工人就業，不單是法定原則，更是保障本地工人“飯碗”最
直接和有效手段。然而，在本澳經濟深度調整對就業的影響逐

主席：關翠杏議員。

步浮現之下，仍未見當局落實執行外僱調控或退場的措施，顯
見勞動部門未有及早部署回應最新的就業形勢。
以建築業為例，近期工會接獲不少本地人反映，職位隨著

關翠杏：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多個大型建築項目落成而減少，不少本地人面臨再就業困

現行《勞動關係法》規定僱員每年至少可享有 52 天週

難，有本地工人在進行就業登記且等待多時仍未獲安排見

假、10 天強制性假日及 6 天年假合共 68 天的基本假期，但事

工。諷刺的是，現時仍有超過四萬名建築外僱在澳工作，本地
工人卻淪為替工、短工，甚至在工序完成之前已首先被退
場，早前發生的本地建築工人被集體停工的事件僅屬冰山一

實上，由於法律沒有規定強制性假期與週假重疊須補假，故本
澳不少私營機構並無安排僱員在週假與強制性假期重疊之後補
假，令僱員實質可享有的假期減少。

角。
以明年為例，有三天強制假日是與星期日重疊，若僱員是
而其他如酒店及飲食業、批發及零售業、不動產及工商服

固定在星期日週假休息的話，就會損失三日法定的基本假期。

務業等亦有類似情況，由於已經獲批大量外地僱員，加上政府
多年來均沒有明晰容許輸入外僱額的指標，不但令這些行業僱

為此，作為本澳其中一大僱主的特區政府，多年前已透

員的薪酬長期受壓，有本地僱員擔心在經濟環境轉差的時

過“行政長官豁免上班日”的方式，對公務員實施疊假補假的

候，若當局不加強監管，會有僱主以較低工資聘請外僱取代本

措施；而在日前，亦有博企宣佈於明年將實行週假與強制性假

地僱員。

日重疊之補假措施。可見，補假制度不但已有先例，亦陸續獲
得私人企業的認同和支持。

為減少經濟調整對本地僱員就業和待遇的影響，以及完善
整個外僱退場機制，特區政府應緊握手中的行政決定權，積極

確保能享受全數法定基本假期早已是廣大僱員多年來的強

調節削減外僱額，確保本地人優先就業和穩定就業。與此同

烈訴求，明確疊假需補假的制度，只是確保僱員的法定假期不

時，政府亦有必要預估好未來數年的就業人口規模和人資需

會減少，有利完善法律的執行和落實立法原意，亦有助減少勞

求，特別分析行業職位需求、每個行業外僱比例，以及早訂立

資間因假期重疊而產生的不必要磨擦，利於推動和諧的勞動關

未來幾年的外僱總量，包括一些行業或工種的外僱額限制及退

係，故當局應儘快修訂有關法律，落實疊假補假制度，以回應

場安排，以推動本地人進入各行各業，亦都令到本地人有發展

廣大僱員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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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一直強調要保障僱員的合法權益，更承諾會完

育項目，而澳門要擔當平台角色，有必要在雙語人才的培養的

善《勞動關係法》，因此，本人期望當局能儘快完善勞動範疇相

質和量上急起直追。澳門要成為跨洋大橋，發揮重要的平台和

關的法律法規，特別是設立強制性假期與週假重疊的補假規

支撐作用，除了靠國家政策外，還必須明白打鐵還需自身硬的

定，確保所有僱員均能獲得全數基本的法定假期，以實際行動

道理，而雙語人才的培養工作上已經是刻不容緩，政府有必要

兌現維護僱員權益的施政承諾。

大力統籌落實雙語人才的培養，以發揮澳門應有的平台作用。

多謝。

多謝！

主席：馬志成議員。

主席：吳國昌議員。

馬志成：多謝主席。

吳國昌：世界各地歷史文化條件不同，民主政治發展須配
合實況，但實況可行應行而過於保守強行拒絕發展則是不負責

各位同事：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剛在澳
門順利召開，本次會議宣佈了中國與葡語國家加強合作的十八
項新舉措，當中提到重點深化澳門的平台作用，並計劃把企業
家聯合會秘書處落戶澳門、建成文化交流中心、雙語人才培養
基地、青年創新創業中心。可見，國家對澳門在中葡當中發揮
橋樑作用寄以厚望，澳門要擔當平台角色，首要的工作必然離
不開培養雙語人才。今天，我想針對建立雙語人才培養基地提
出兩點建議。
首先，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額接近 1000 億美元。中國成為
葡語國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當中能為澳門帶來的機遇不
言而喻，但澳門在中葡合作的這塊大餅中，能分到多少？還是
要看澳門人、本地企業的本事，說起本事，最基本的就是通中
葡雙語的能力。國家提出，在澳門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
地。包括鼓勵澳門參與援外學歷學位教育工作，採取中國內地
與澳門聯合培養的方式，為葡語國家提供三十個在職學歷學位
教育名額。在這個基礎上，澳門政府有必要牽頭加強澳門和葡
語系國家的高等院校之間的全面合作，增加教職員工、訪學以
及各類型的學生交換項目，鼓勵澳門人多去葡語系國家學

任，必然不利於長治久安。澳門特區過去儘管經濟繁榮，但在
小圈子選特首之下，官商一體利益輸送，高官問責從未實
行，大損政府公信力。本人認為政制必須循序漸進，體現民主
進步。行政長官必須有日程、有願景實現一人一票普及直接選
舉產生，而立法會方面，本人亦都認為應該來屆實現直選過
半，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全體立法議員的普選。本人期望本
地有穩妥發展，也期望國家穩妥發展，更期望國家民族在人類
發展中作出正面貢獻。因此，在制度建設上，一人一票體現公
民平等權利的重要性，決不能迴避。
根據我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及相關解釋，儘管二
零一四年這一屆選行政長官仍只能由選委會選出，但在澳門在
基本法框架內將來也可以普選特首。建立民主政制，是抑制官
商勾結利益輸送，真正體現永久性居民政治權利的良方。行政
長官在二零一四年爭取連任的政綱中，他自己亦都明文承諾
「按照基本法規定，穩步推進民主政治發展」。但是現在兩年過
去，獲連任行政長官卻仍未啟動政改，磋跎下去，恐怕不能在
二零一九年特首換屆前推進民主政制。
因此，行政長官在正式程序層面實有責任及早正式啟動程
序履行承諾，去推動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的改革！

習、通商及交流合作。同時，提供更多的奬助學金予葡語系國
家的尖子生，培訓懂得雙語的澳門通、中國通、葡語通，為多
方的通商往來儲備好人才力量。

二零一五年二月行政暨公職局遵行政長官指示回答本人書
面質詢時曾具體說明：新一屆政府將持續關注社會各界的意
見，在嚴格恪守基本法的基礎上推動政制發展。本人在施政辯

第二，加強葡語在非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現時非高等教育
的當中的葡語教師不足，是制約葡語在本澳中小學普及的重
點，政府有必要和學校合作，加強教師的培訓，從質和量上提
升本澳葡語的非高等教育。

論中已公開提交一份科學隨機抽樣的民意調查結果，證明六成
受訪的澳門居民是贊成行政長官應改由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舉
產生；支持者中三分二以上認為應在二零一九年實行，且澳門
居民應該有權直接提名特首。現在本人在這裏是促請特首尊重

「葡語熱」和「漢語熱」在中國與葡語國家已經興起，設

民意，落實由科學民調證實的我們大多數澳門居民的期望，具

置葡語專業的中國高校已經超過 20 所，葡語國家的孔子學院已

體提出改進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的方案，嘗試開放行政長官提名

達 17 所。現時，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已有不少直接合作的高等教

方式並建立全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制度，在恪守澳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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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基礎上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制！

此外，當局就經濟房屋法的修改曾開展過諮詢，諮詢後以
引入先抽簽後審查為緊急為由而對經屋法進行了技術性的修

因此，我現在在這裏要提出一份致意的動議，這份致意的

訂。而對如恢復計分排序輪候制度以取代抽簽散隊等被認為重

動議我期望希望在下一次立法會全體大會裏面能夠得到各位議

大改變的內容則要留待下一階段的修法才予以考慮。可是，去

員的支持，大家共同推動澳門的民主政制，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年小修經屋法至今已超過一年，新一輪修法毫無動靜。對此涉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以及相關的解釋，當有實際需

及到可能重新撥亂反正，將每次抽簽散隊恢復到較為合理和資

要的時候，在《基本法》框架之內，的確我們特區是可以普選

源善用的計分排序輪候方式的經濟房屋法之修訂，是否又在刻

特首的，因此，我應該是致意行政長官應該盡快啟動政制改

意拖延？

革，爭取及時完成到程序，在 2019 年實現普選特首，讓澳門居
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方為澳門之福。

這個會期已是本屆立法會最後一個會期，若太遲送交立法
會導致無法在會期結束前完成立法工作，則會成為廢案，修法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將更進一步拖延。
從以上所見，當局對整個公屋供應，尤其是經屋的供
應，完全持消極態度。在萬九公屋之後，四年來只有千九個經

各位同事：
最近一次的經濟房屋申請是在二零一三年的十二月至二零
一四年的三月，當時當局僅推出一千九百個單位供申請。二零
一二年，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曾公開表示，會透過二零一
三年重開經屋登記，以掌握社會對經屋的需求數量，並以此作
為規劃興建經屋的依據。
而在上述的經屋申請中，結果有四萬二千多個家庭向房屋
局提出申請。雖然，後來因為當局為了減輕工作壓力，修改了

屋單位供應，而且部份還是貨尾。千九之後到現在是一個也沒
有，甚至連一個新的項目也沒有。甚至已清楚可以收回的八萬
多平方米土地，本可建萬個單位的偉龍馬路側之涉貪土地，也
只在以規劃為由而一直拖延，以避免重新接受經濟房屋申請。
如此政府，實屬無賴。難怪李克強總理來訪時亦特別敦促
特區政府須妥善解決房屋和交通問題。不過，對特首及官員來
說，李總理人去茶涼，李總理的話不知是否只作耳邊風呢？
多謝。

經屋法，引入了先抽簽後審查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改變了
原來先對所有申請者作資格審查的程序，只審查在抽簽中獲得

主席：各位議員：

較前位置的申請者。而對其他的申請者可能根本不予審視。所
以，這四萬二千多個申請家庭，到底有多少個是合資格的申請
者，根本無以確定。但根據過往的經驗，不論經屋或社屋的申

議程前發言已經完成了，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進場中）

請，一般都約有六至七成是合資格的，以此作估計，四萬二千
多個家庭中，應有二萬五千至二萬九千個家庭是符合申請資格

主席：各位議員：

的。而是次申請所提供的僅為一千九百個單位，那就意味着最
少有二萬三千至二萬七千個合資格的家庭對經屋的需求是無法
得到滿足的。可是，行政長官所謂以此為依據來規劃經屋興
建，卻一直未見落實。而上一輪經濟房屋申請至今已兩年
半，當局到底何時才會開展新一輪的經濟房屋申請？有需要者
總不能無了期地等待。
據悉現時對上一輪的經屋申請審查緩慢，導致僅一千九百
個單位的分配至今仍舉步為艱，這是有違常理的。當局到底是

現在我們進入有關的議程，今日第一項議程是政府代表介
紹《2015 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及《201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
報告》。首先以立法會的名義歡迎梁維特司長、何永安審計長及
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下面請梁司長對《2015 年度預算執
行情況報告》作有關的介紹。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多謝主席。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否故意拖延審查，造成上一次申請仍未處理完成，作為拒絕開
展新一輪經屋申請的依據。如此做法只會暴露行政當局的效率
低劣、管治無能。

2015 年特區政府的最初預算收入為澳門幣 1,546 億 5 仟 8
佰萬元，最初預算開支為澳門幣 837 億 1 仟 7 佰萬元。而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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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97 億 2 仟 6 佰萬元，佔 12%；

合本屆政府的施政計劃，對於 2015 年的預算作出修正建議，並
獲立法會透過第 5/2015 號法律通過有關的修正預算建議，經修
正後的預算收入為澳門幣 1,199 億 7 仟萬元，較最初預算減少
澳門幣 346 億 8 仟 8 佰萬元，預算開支為澳門幣 837 億 6 仟 1
百萬元，較最初預算增加澳門幣 4 仟 4 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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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常開支」──29 億 7 仟 9 佰萬元，佔 3.7%；
「財務活動」──28 億 5 仟 7 佰萬元，佔 3.5%；
「資本轉移」──1 億 5 仟 1 佰萬元，佔 0.2%。

在預算實際執行方面，2015 年公共財政收入減少，但特區
政府仍然適時地繼續落實執行多項惠民措施。在量入為出及審
慎理財的原則下，公共財政收支結果繼續錄得了財政盈餘，其
中，屬於「政府一般綜合帳目」的盈餘為澳門幣 353 億 5 仟 8
佰萬元；屬「特定機構匯總帳目」的盈餘為澳門幣 172 億 8 仟
4 佰萬元。
以下，本人先對「政府一般綜合帳目」作出簡介；然
後，再對「特定機構匯總帳目」作出介紹。

而 2015 年包括在「經常轉移」中用於民生福祉及教育方面
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幾點：
涉及全澳居民方面的津貼及補助，金額為澳門幣 94 億 9 仟
6 佰萬元，包括個人公積金帳戶注資、現金分享計劃、電費補
貼計劃、醫療補貼計劃及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涉及關顧長者方面的敬老金，金額為澳門幣 5 億 1 仟 7 佰
萬元；

2015 年政府一般綜合收入總額為 1,161 億 1 仟 1 佰萬
元，較 2014 年減少 457 億 5 仟萬元，減幅為 28.3%。2015 年直
接稅中「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收益」的「博彩特

涉及弱勢社群方面的津貼及補助，金額為澳門幣 4 億 9 仟
8 佰萬元，包括個人或者家庭的定期及偶發性經濟援助、殘疾

別稅」錄得 825 億 2 仟 6 佰萬元，較 2014 年減少 440 億 7 仟 1

津貼、向合資格社屋輪候家團發放臨時住屋補貼及工作收入補

佰萬元，所得補充稅及職業稅分別錄得 57 億 4 仟 6 佰萬元及

貼計劃；

20 億 5 仟 8 佰萬元，較 2014 年分別增加 13 億 1 仟 3 佰萬元及
3 億 2 仟 1 佰萬元。而來自博彩經營批給合同的「城市建
設、推廣旅遊及社會保障撥款」錄得 51 億 5 仟 2 佰萬元，較
2014 年減少 26 億 9 仟 8 佰萬元；「其他資本收入」錄得 44 億 8
仟 6 佰萬元，該金額是自治機構根據《公共財政管理制度》列
作 2015 年度收入的管理結餘，較 2014 年增加 5 億 4 仟 3 佰萬

涉及教師及在讀學生方面的津貼及補助，金額為澳門幣 10
億 7 仟 2 佰萬元，包括私立教育機構教師津貼和年資奬金、向
未受惠於免費教育年級的學生提供學費津貼、書簿津貼、對就
讀高等教育課程的澳門居民發放學習用品津貼及為經濟困難的
學生提供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

元；除此之外，「間接稅」錄得金額為 42 億 2 仟 1 佰萬元，較
2014 年減少 14 億 4 仟 4 佰萬元，其中印花稅及旅遊稅分別為
20 億 5 仟萬元及 6 億 6 仟 5 佰萬元，較 2014 年分別減少 10 億
7 仟 5 佰萬元及 1 億 3 仟 7 佰萬元。
2015 年的政府一般綜合開支總額為 807 億 5 仟 4 佰萬
元，執行率為 85.9%，較 2014 年增加 136 億 7 仟 5 佰萬元，增
幅為 20.4%；其中，經常開支為 680 億 1 仟 9 佰萬元，執行率
為 90.7%；而包括投資計劃（PIDDA）的「資本開支」為 127
億 3 仟 5 佰萬元，執行率為 66.9%。
按經濟分類，各類別佔政府一般綜合總開支之金額如下：
「經常轉移」──378 億 6 仟 7 佰萬元，佔 46.9%；
「人員」──171 億 8 仟 9 佰萬元，佔 21.3%；
「資產及勞務」──99 億 8 仟 4 佰萬元，佔 12.4%；

按職能分類，各職能組別佔政府一般綜合總開支比重如
下：
「其他職能」──289 億 6 仟 3 佰萬元，佔 35.9%；
當中所投放的惠民措施項目主要有「二零一五年現金分享
計劃」57 億 8 仟 6 佰萬元及「住宅單位電費臨時補貼計劃」4
億 5 仟萬元；
「教育」──96 億 3 仟 3 佰萬元，佔 11.9%；
「公共行政之一般部門」──89 億 6 仟 2 佰萬元，佔
11.1%；
「經濟服務」──87 億 6 仟萬元，佔 10.8%；
當中，「運輸」為 34 億 5 仟 5 佰萬元，佔 39.4%，「行
政、規範及研究」為 18 億零 1 佰萬元，佔 20.6%，
「旅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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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億零 5 佰萬元，佔 13.8%，「規劃及環境整治」為 9 億 8 仟 5

總帳目」是以權責發生制為編制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主要原

佰萬元，佔 11.2%，「基礎設施」為 7 億 3 仟萬元，佔 8.3%；

因是因為一些自治機構本身職務的特殊性，只能以該制度才能
清楚表述其營運狀況，這些業務主要涉及信貸、保險、金融投

「社會保障」──74 億 3 仟 8 佰萬元，佔 9.2%；

資或郵政服務，截至 2015 年年底，共有八個自治機構歸類為

「公共治安」──67 億 6 仟 3 佰萬元，佔 8.4%；

「特定機構」，包括郵政局、郵政儲金局、退休基金會、社會保

「衛生」──63 億 1 仟 9 佰萬元，佔 7.8%；

及存款保障基金。

障基金、澳門金融管理局、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澳門基金會

2015 年度特定機構總收益為 290 億 2 仟 9 佰萬元，較 2014

「其他集體及社會服務」──22 億 2 仟 4 佰萬元，佔
2.8%；
「房屋」──16 億 9 仟 1 佰萬元，佔 2.1%。
2015 年 PIDDA 的實際開支，按職能劃分之金額如下：

年增加 26 億 1 仟 5 佰萬元，增幅為 9.9%。而總費用為 117 億 4
仟 5 佰萬元，亦都較 2014 年增加 28 億 7 仟 6 佰萬元，增幅為
32.4%。期內錄得的盈餘約 172 億 8 仟 4 佰萬元，較 2014 年減
少 2 億 6 仟 1 佰萬元，跌幅為 1.5%。
以上是本人對 2015 年度預算執行情況的引介。

「經濟服務」──35 億 2 仟 8 佰萬元，主要的開支項目包
括城市集體運輸系統和新城填土區──A 區；
「公共治安」──22 億 7 仟 7 佰萬元；
「房屋」──13 億 3 仟 9 佰萬元，主要開支項目有「青洲
坊公共房屋」，約 5 億 8 仟萬元、其次是「氹仔東北馬路公共房

此外，我亦希望借此機會向立法會介紹澳門特區之財政儲
備的最新情況。截至 2016 年 7 月，特區財政儲備中的基本儲備
為 1,328.24 億元，超額儲備為 3,050.4 億元；經是次立法會審
議後，2015 年度的中央預算結餘 292.99 億元將依法注入超額儲
備。因此，財政儲備總額約達 4,671.62 億元。

屋」及「筷子基公共房屋」，涉及的開支分別約 3 億零 3 佰萬元
主席、各位議員，我的簡介完畢，多謝大家。

及 2 億 7 仟 1 佰萬元；
「衛生」──6 億 8 仟 8 佰萬元；

主席：多謝梁司長。

「教育」──3 億 6 仟 4 佰萬元；

請各位議員對剛才梁司長所作的有關報告的介紹作有關的
詢問，麥瑞權議員。

「公共行政之一般部門」──3 億 2 仟 2 佰萬元；
麥瑞權：多謝主席。
「社會保障」──3 億零 3 佰萬元；
我聽完司長那個引介，有少少問題想了解多些，因為我睇
「其他集體及社會服務」──1 億 2 仟 7 佰萬元。
與 2014 年比較，PIDDA 的實際開支增加 16 億 9 仟 3 佰萬
元，增幅為 23.3%。
2015 年政府一般綜合收入為 1,161 億 1 仟 1 佰萬元，較最
初預算收入減少 288 億 9 仟 2 佰萬元。同時，一般綜合開支較
最初預算開支減少 123 億 8 仟 8 佰萬元，為 807 億 5 仟 4 佰萬
元。由於實際收入大於開支，2015 年錄得政府一般綜合帳目結
餘總額為 353 億 5 仟 8 佰萬元，其中，屬特區公庫的結餘為
292 億 9 仟 9 佰萬元，而屬自治機構管理的結餘為 60 億 5 仟 9
佰萬元。

這個預算的執行情況，發現就有很多民生的問題的執行率是零
的，而整體那個開支方面，人員的開支，2014 年與 2015 年的
比較，個增幅是 13.5%，是人員的支出，我將它與 2014 年的比
較。
在這個五個司的執行情況裏面，2015 年那個整體執行率是
77.5%，執行率最高的 85.8%，就應該是工務運輸司，保安司就
72.5%，行政法務司是 49.9%，社會文化司是百分之四十，經濟
財政司是 19.9%，這個是它整體而言，即在那個文件裏面我將
它 整 理 一 下 看 到 。 但 是 有 一 個 現 象 ， 就 話 在 2015 年 ， 在
PIDDA 個預算執行率是零的，好多，就牽涉到民生問題，這
些。即是話如果你執行率是零，即好多我們的民生問題未有改

以下是「特定機構匯總帳目」預算執行情況，「特定機構匯

善，即舉例，我將它統計一下，就運輸工務司的有五十八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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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零的；社會文化司就有三十個執行率是零的；行政法務司

所列及的一些 PIDDA，是能夠將個執行率是盡量提升，亦都是

方面有九個是零的；保安司那邊有四個是零的，個執行率。好

更加精準地做好這方面的預算，我亦都期望，是來緊的《預算

啦！當中就牽涉到，舉例即那個項目有這麼多項，其中譬如有

綱要法》，將來在這方面是有一個提升。

關市民的體育活動中心的興建；那些醫療衛生的興建；民署它
唔該。

又好似那些單車徑；以及最重要就是說在這個我們現在的水域
已經歸我們澳門管，海事及水務局它的救援的船隊裏面，個執

主席：有無議員提出問題？

行率是零的。好啦，即換句說話，可能配合不到現在我們那個
時勢的需要，即它明細表裏面，還有就是有關那些焚化中心設

鄭安庭議員。

備的更新；資源廢料處理設施的建造；路環再生水廠的製
造；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的製造；這些是與我們那個民生及

鄭安庭：多謝司長的回覆。

宜居城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目標是一個關係。但是 2015 年那

其實我都是問返同一個問題，當 2015 年做預算的時候，現

個預算執行情況裏面，這些都是執行率是零，即是沒有做
過，我們那個宜居城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點樣可以配合到
呢？

在我們看到的運輸工務司作為一個例子，它的執行率是
85.8%，但是我們大家看到的，運輸工務司所做的工程的進度有
無去到 85.8%，錢用了，錢用完了，用了八成幾了，但是我們

以及當然還有很多的配套設施，譬如話有些維修保養，那
些項目在 2015 年那個執行情況裏面，我將它歸納了出來，其實

的工程效率有無達到預期的效果？司長剛才都回答到，是否在
將來的《預算綱要法》方面可以改善到？

就在這裏想問一問司長，這麼多的執行率是零，當日點做預算

多謝。

的呢？點解做了預算，又執行率是零，即是無做過，是甚麼原
因呢？當然這個到時我們會再跟進，但是在這個財務的支出裏

主席：請司長。

面，亦都是看到一個政府的行政效率，即剛才列舉了幾個司的
執行率，就是說對整體 2015 年那個執行率的情況就是這樣，在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多謝鄭安庭議員這一個的問題。

這方面想了解多些，即我在這裏整理的資料可能或者……因為
我不是這個專業，有錯還是無錯都請指點下，但是我好想了解
下這方面的情況，點解這麼多執行率是零的呢？

我想如果去到具體那些項目，它的執行率是否達到剛大家
所關心的，例如 85.8%，這個情況可能是需要到有關的工務部
門將來到小組的時候可以逐個項目向大家是清楚讓大家掌握有

唔該。

關的情況，正如我們所講，其實都是希望有關部門是能夠將個
執行率盡量是提升，盡量是個預算的時候更加準確，所以是那

主席：請梁司長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多謝麥瑞權議員提出的問題。

個的執行率亦都了解到，其實在運輸工務司這一方面來講，羅
立文司長其實都是很盡力是能夠希望將有關執行率不斷提升
的，他亦都不斷與我們作這方面的溝通，我們的同事們亦都在

其實對於執行率這一方面來講，我們財政局及經濟財政司
亦都非常之關心，特別剛才提及到的，有多項的情況是零的執

這一方面與有關的權責部門都會產生強的溝通，希望能夠將有
關的執行率能夠提升。

行率，其實我們已經去信了有關的部門，希望它盡快作出每一

至於那些項目去到 85.8%，那些是要高些，那些是要低

項的解釋，讓我們掌握了有關這方面的情況，我們會第一時間
匯合了所有的資料，是會交回上來立法會，讓你們掌握，讓各
位議員更加掌握這方面情況，因為有不同的原因去令到它們有
關的執行率是零，可能有些是因為時間，有些是工程延誤等等
好多情況，不同的部門它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情況出現，我們

些，是否可以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們邀請有關的，即工務部
門是就對於大家比較關心的一些項目，是能夠充分解釋。好
嗎？
唔該。

已經是去了信不同部門，希望它們能夠作出這方面的解釋的。
主席：吳國昌議員。
當然，我其實亦都是希望所有的部門，在它們編訂這一個
預算的時候，必須是要充分評估它是否能夠是將有關預算裏面

吳國昌：既然市民、同事關心到這個，尤其是公共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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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項目的執行率的問題的時候，我在這裏，在一般引介層面

審計署在今年五月底，收到財政局提交的 2015 年度澳門特

只是表達一個意見，就是說，的確這個公共工程，尤其是它的

別行政區總帳目，依法審核帳目的詳情，並按規定於九月底前

立項，它立項的理據，它的開支，將來整體的開支幾多，執行

全面完成審計工作，分別對政府一般綜合帳目及特定機構匯總

的情況怎樣？是一直引起很多公眾的疑問，我亦都知道，政府

帳目編制 201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報告。

亦都籌備了，即一方面議員提出問題，相信它又會寫封信去相
關部門，看下些資料是怎樣，具體的答覆；另外一方面，亦都

至 2011 年度開始，根據第 121/2011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規

會籌備在法律上作出一些改進。不過在這裏我只是表達個人的

定，編制總帳目，總帳目並分別由兩個帳目組成，包括由特區

意見，就即使跟著下來我們要處理這個《預算綱要法》改

政府中央帳目及其它所有依法採用現金收付制為基礎的自治機

進，由於《預算綱要法》就並未願意吸納，是設立一個法定

構管理帳目綜合而成的──政府一般綜合帳目，以及由所有依

的，每個重大公共工程的立項、預算，以及重大公共工程的立

法採用權責發生制的特定機構管理帳目匯總的特定機構匯總帳

項的時候，交來立法會逐個去審議，以及交待情況的關係，這
種這樣的情況，恐怕都不能夠遏止的，原因就是說，根本你每
一次拿來立法會，整個預算案通過了，但是這些重大公共工程
的立項的基礎，是幾時會開工，幾時會完成，掌握些甚麼條
件？並無著筆的交代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一翻查
資料再看的時候，永遠都出現同樣的情況。

目。
而至 2012 年度，依據第 8/2011 號法律，財政儲備法律制
度設立的財政儲備後，由於相關資料從公庫帳轉而到財政儲備
後，財政局便通過政府一般綜合帳目的附注，披露這些不再屬
於政府一般綜合帳目資產的財政儲備資料，包括：當年度與公
庫之間的資金轉移、投資、損益、年終結餘，令總帳目適當反
應財政儲備的信息。有見及此，審計署對政府一般綜合帳目審

無論如何，就我提出個人意見，希望終於我們特區都最後

計意見時，已一併審視以上財政儲備資訊的真確性。

可以得到改進。
就帳目規模而言，政府一般綜合帳目的總收入、總開
主席：請司長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多謝吳國昌議員的這一個問題。

支、總資產分別達約 1,161 億元、808 億元及 1,815 億元，涵蓋
政府公庫與五十個非自治部門的財務數據，以及十二個行政自
治部門與三十七個自治機構的管理帳目，合共涉及約 180 萬筆

事實上你關心的亦都同樣是我們關心的，我亦都期望在來

會計記錄。綜合帳目附注所反映的財政儲備結餘約 3,451 億

緊的《預算綱要法》上的討論，我們裏面一些的內容能夠是為

元，涉及約 68 萬筆會計記錄。至於，特別機構的匯總帳目總收

閣下解答了有關的問題，特別是一些的工程，特別是跨年度的

入、總費用及總資產分別達約 290 億元、117 億元及 3,780 億

工程，我們如何有一個相對比較準繩的一個概算，又或者是估
算，然後隨著當年一些這方面的預算之外，來緊連續幾年它一

元，涵蓋八個特定機構，涉及約 153 萬筆會計記錄。
帳目審計工作除需面對以上提及的量之外，近年來在質的

些指示性的一些開支等等，我們都希望在這個《預算綱要

方面的變化，也帶來不少挑戰，尤其是財政儲備及部分特定機

法》是可以給予到大家這方面的一些答案，我想今日在這一方

構投資組合當中，以對沖風險為主，而需要持有的金融衍生工

面來講，有關這方面我想更多可能是在我們在討論預算綱要法

具的估值，以及為增加回報而所持非交易所買賣證券的估

的時候，可以令大家更加講得清楚一些。

值。此外，不論投資會計或其它會計範疇，由於近年，會計理
論發展迅速及實務要求日益提高，權責發生制所涉及的會計處

唔該。
主席：無議員提出新的問題？

理方法及會計計量，遠較公共會計為複雜，加上特定機構及財
政儲備自行制定的專有會計格式沒有這些方面的規範，審計署
在研判有關會計記帳是否恰當時，不但會參考澳門財務報告準

下面我請審計長對《201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報告》作有關
的介紹。

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且需要進一步分析是否適用於有關
情況，包括若按照以上準則記帳，對總帳目帶來的實際影
響，因此，對審計工作的質與量都帶來不少挑戰。

審計長何永安：多謝。
在維持審計質量方面，雖然近年特區政府整體預算及實際
主席、各位議員：

收入，因應外在因素影響而有所調整，但審計署仍然決定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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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度收緊的重要性水平計算方法，以保持帳目審計的準

你九月份，提早了，好似個行政效率高了，那有沒有增加人手

確及嚴謹。

呢？還是有甚麼方法？即與大家分享一下。

與以往相同，在審計期間，審計署已就總帳戶內發現金額

唔該。

顯著的會計錯報，以及所披露的資料與所描述當中未能合理反
映現實的部分，勸喻相關部門及負責編制總帳目的財政局作出
修正。經修改總帳目後，本年度政府帳目審計報告針對該最終

主席：請審計長回應。
審計長何永安：多謝主席，多謝麥瑞權議員的關心。

版本作出審計意見，但有關部門應注意上述會計錯報情況，切
實改善，以免影響總帳目的編制質量。

其實如果按照法例來講，審計署每一年必須要在九個月裏
面完成上一年的預算執行情況的審計工作，以發表報告的，在

審計署近年來已進一步擴大電腦輔助審計的覆蓋範圍，繼
2013 年度正式使用由國家審計署協助開發的現場審計實施系統
審計軟件，對中央帳目、行政自治部門及自治機構管理帳目數
據進行核對、核算、搜尋、整合等工作後，上年度開始以現場
審計實施系統對當中七個特定機構及財政儲備所採用的不同會
計軟件而產生的電子會計記錄進行整理。審計署通過上述的工
作步驟及科技輔助，致力維持審計結果的質量，在向行政長官
提交《2015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報告》之前，已由專責而獨立的

我轉到審計署之後，直至現在，就與財政局方面不斷有溝
通，以及首先就財政局是按時將材料交到我們審計署那裏，之
後我們就進行這個審計工作，到現在來講，審計工作是快
了、準了，以及做完內審那個再重複的覆核那個審計工作，但
是時間上其實都是比較緊張少少，因為我與我的同事對那個審
計工作那個質的要求是不斷提高，當然人手方面，幾年前就是
增加了一些的人手，但是現在那個發展或者那個改變，最主要
都是利用電腦來到去審計，大致上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審計內審單位完成內部審計程序，確保已經取得充分而恰當的
審計憑證，作為發表審計意見的基礎。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在上述帳目審計工作完成後，所得出審計結果顯示，上述

有沒有甚麼新的意見？

的財務報表已依法編制；同時，在所有重要方面反映各自所適
用的制度下，特區政府在 2015 年度全年的執行或營運結果，以
及在直至該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情況。

如果各位議員無意見的話，我就會將《2015 年度預算執行
情況報告》交給第三常設委員會進行有關的審議，請該委員會
完成了意見書及決議案之後，再交給大會進行審議。

為此，本人決定對 2015 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總帳目作出無
保留的審計意見。

現在我們完成了有關的議程，在這裏再次多謝梁司長、何
永安審計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

多謝大家。
（政府代表退場中）
主席：多謝審計長。
主席：各位議員：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進入第二項議程，關於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立法會
請對審計長剛才所作出的介紹及報告提出意見。麥瑞權議

本身預算案的全體會議議決案，下面請行政委員會徐偉坤主席
作有關的引介。

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徐偉坤：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領導：

各位議員：

其實我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因為以往這麼多年來個審

根據經第 14/2008 號法律、第 1/2010 號法律及第 3/2015 號

計報告都是年尾，即那個預算執行情況都是年尾才出得，現在

法律修訂的第 11/2000 號法律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現將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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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澳門幣一億八千二百三十萬元（MOP 182,300,000.00）的二零

現在請全體會議考慮。

一七財政年度立法會本身預算案提交全體會議通過。
多謝主席。
與總額為一億八千三百九十一萬四千五百元的二零一六年
最初預算相比，這份預算案減少了金額達澳門幣一百六十一萬
四千五百元（即減少 0.88%）
。
然而，倘與經全體會議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議決通過
的第一補充預算修正後總額為一億八千九百四十九萬七千一百
二十八元一分的預算比較，二零一七年建議的預算開支是減少
了澳門幣七百一十九萬七千一百二十八元零一分，即減少
3.8%。
依據財政局對預算開支建議說明所提供的標準，立法會二

主席：多謝徐偉坤議員。
各位議員：
大家有沒有甚麼意見？請提出。
如果無議員提出意見，現在我們對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立法
會本身預算案的全體會議議決案作出表決，這個表決是以簡單
多數進行的。
現在進行一般性表決，付表決。

零一七年預算的總開支較二零一六年最初預算的總開支是減少
了澳門幣一百六十一萬四千五百元，主要是由於下列原因所

（表決進行中）

致：
主席：通過。
1.“人員開支＂增加澳門幣五百三十一萬七千元，即增加
4.04%，主要是由於第 15/2015 號法律第二十三條對薪俸點 100

因為只有一條條文，所以現在進行細則性表決，付表決。

點的金額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澳門幣 8,100 元；
（表決進行中）
2.“資產及勞務”開支的金額與上年度的金額相比是減少
了澳門幣三百四十七萬三千五百元，即減少 10.17%，主要是由
於各類資產及不動產的租賃、公幹交通費、招待費及研討會會

主席：通過。
現在第二項議程已經獲得通過了。

議減少所致；
3.“經常性轉移”的撥款金額與上年度預算的金額相比是
減少了澳門幣一萬八千元，即減少了 60%；
4.“其他經常性開支＂減少了澳門幣四萬元，即減少了
0.34%，主要由於人員保險撥款的減少；

各位議員：
今日是第五屆立法會第四個會期的開始，根據議事規
則，現在請各個委員會成員去有關委員會的會議室進行選舉主
席及秘書的工作。

5.“資本開支”章節的撥款金額減少澳門幣三百四十萬

第一、第二、第三返回第一、第二、第三號會議室；章程

元，即減少 53.97%，主要是本會於二零一七年需要更換的設備

委員會請到四號會議室。現在我宣佈接著就是有關的選舉工作

較二零一六年的減少。

的會議開始，大會就到此結束。

各位議員：
本預算案及其附件已附同應有的說明，且具備提交審議表
決的一切法定要件。

散會。
翻譯：翻譯辦公室
文牘：編輯暨刊物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