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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移交 12 週年情勢研析 
 

 政治運作平穩，政制改革備受矚目。 

 經濟維持高成長，通貨膨脹壓力上升。 

 司法仍維持獨立，司法效能有待提升。   

 陸澳關係日趨緊密。 

 國際原則肯定澳門情勢發展。 

 臺澳關係邁入新階段：我駐澳機構更名及澳門來臺設立

辦事處 

 

壹、總評 

觀察澳門政府過去一年的整體政治運作大致平穩安定，特區

政府在 11月提出的「2012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宣示，將對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修改進行諮詢，澳門各界普遍對此

抱持正面肯定，未來此項施政宣示落實情形將值得觀察；經濟方

面，澳門經濟仍維持兩位數的高成長，但經濟結構過於單一、通

貨膨脹，以及人力資源供需不均等問題乃至於國際經濟大環境的

不安仍舊影響未來的澳門經濟發展；治安部份，由於新型態的犯

罪增加，使得罪案數略為上升；國際社會對於澳門整體情勢原則

維持肯定態度，在經濟、宗教自由等方面都給予較高度肯定，然

而司法審判程序的周延有效，以及《維護國家安全法》執行狀況

等議題仍為國際所關注。 

陸澳合作關係日趨緊密，粵澳於今年 3 月正式簽署《粵澳合

作框架協議》，顯示粵澳合作日漸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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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澳官方關係在今年進入新階段，7月我政府駐澳門機構「台

北經濟文化中心」正式更名為更能彰顯官方派駐性質的「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另外，澳門政府也來臺設立「澳門經濟文化辦事

處」，為澳門居民在台工作、學習、旅遊、商務和生活等方面提供

綜合性服務，並於 12月 2日正式對外運作。 

 

一、政治運作平穩，政制改革備受矚目 

澳門政府過去一年各項政治運作尚稱穩定，部分民調亦顯示

澳門民眾認為澳門政府整體施政表現合格。行政長官崔世安於今

年 11月 15日發布「2012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明確指出澳門特區

政府 2012年的施政重點：推動經濟適度多元，提高民生綜合水平，

並提出將啟動政制改革相關程序。 

隨著 2013 年澳門特區第 5 屆立法會選舉及 2014 年第 4 任行

政長官選舉日漸接近，過去一年澳門各界對推行政制改革的呼聲

此起彼落。基於回應澳門社會期待，澳門政府遂在本次施政報告

宣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規定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

法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等問題，將作為明年施政的重點。此項

宣示也受到各界高度關注。隨後，澳門政府於 11月底函請中國大

陸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澳門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改的具

體程序，一般預期人大常委會最快於 12月就會有所回應。 

澳門各界對此多表肯定。輿論對於未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人

數是否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是否擴增、以及未來能否全面施行

普選等具體問題表示關注。另有政學界人士認為，目前距離 2013

立法會選舉已近，應儘快啟動政改諮詢。澳門政府的政改進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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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成為未來一年各界關注的焦點。 

 

二、經濟維持高成長，通貨膨脹壓力上升 

在博彩業、觀光旅遊、以及政府公共投資的帶動下，今年前3

季澳門經濟維持21.8%的高增長率。今年8至10月失業率下降至

2.4%，創下歷史新低。然而，經濟快速成長，通貨膨脹問題也持

續發酵，澳門10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6.71%，為

澳門近3年來的新高。為因應通膨相關問題，今年以來，澳門政府

陸續施行派發現金、減免稅收等相關措施。 

面臨今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大環境的劇烈變動，澳門政府

對明年的經濟發展保持審慎。輿論認為，國際經濟情勢發展與以

旅遊博彩業為主的澳門經濟密不可分，世界經濟情勢未明下，澳

門政府須及早因應特別是加強危機預警、控制與處理等方面的工

作。另外，論者亦指出，經濟結構過於單一缺乏多元發展以及人

力資源供需不均等均是澳門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三、司法仍維持獨立，司法效能有待提升 

澳門司法在過去一年原則上仍保持獨立。但長期以來法官及

設施不足、案件審理緩慢，以及法律改革緩慢等問題仍未獲得有

效解決。面對日益增多的司法案件，上述問題使澳門司法效能受

到考驗。為提升司法人員素質及司法效能，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

表示：將會加強司法人員的培訓、提昇司法軟硬體的品質。澳門

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亦表示：為簡化訴訟程序，將持

續推動《刑事訴訟法典》立法工作，並就《民事訴訟法典》和《司

法組織綱要法》進行修訂。 



 4 

 

四、罪案數略為上升 

澳門今年1至9月的整體犯罪活動較去年同期上升5.9%。另外根

據澳門檢察院統計數據顯示，2010/2011司法年度（2010年9月至

2011年8月）包括盜竊、搶劫等常見犯罪均有增加，侵犯知識產權、

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洗黑錢等新型犯罪的立案也有不同程度

的上升。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強調，保安當局將繼續針對犯罪

趨勢，密切監控有關情況及加強情報搜集，制定有效的預防及打

擊策略。 

 

五、陸澳關係日趨緊密 

自澳門移交中國大陸以來，澳門經濟發展與大陸之間的依存

關係也日漸增長。澳門除與大陸簽署「關於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及參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外，今年 3 月 6 日，澳門

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在北京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規範未

來雙方合作的目標外，更提出具體的橫琴島開發合作計劃。 

此外，澳門與廣東省、廣州市、深圳等地陸續簽署《穗澳共

同推進南沙實施 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合作協議》、《珠海市政

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合作建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的協議》、《廣州澳門加強會展業合作協議》等多項合作協議，

顯示澳門與中國大陸(特別是廣東珠三角地區)合作關係逐漸深

化。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pprd.org.cn/macao/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pprd.org.cn/macao/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pprd.org.cn/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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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原則肯定澳門情勢發展 

國際社會對澳門過去一年的整體發展，多持肯定態度。歐盟

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今年 4月 15日公布最新的澳門年度報

告，認為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普遍受到尊重，歐盟並將持

續關注澳門的民主發展進程。 

今年 1 月，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 2011 年度「全球經濟自由度

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報告指出，澳門在亞太 41 個經濟體中

排名上升一名，超越日本，躋身至 5 強，被評為「較為自由」地

區。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在 5 月的美國商會餐會中公開強調，澳門

政府為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及合作夥伴。今年 4 月 8 日美國國務院

所公佈的《各國人權報告》，原則肯定澳門政府對於公民基本人權

的維護，但也關注澳門司法審判程序的周延、《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施行狀況等問題。另外美國國務院亦在 9 月針對國際宗教自由

公佈調查報告，對於澳門宗教自由給予肯定。 

 

貳、臺澳關係 

一、民間交流往來密切頻繁 

臺澳各項民間交流在過去一年來持續蓬勃發展，不僅商貿及

人員往來密切，學術交流、文創產業及青年交流等各方面亦有良

好的互動。 

在臺澳貿易方面，根據我財政部之統計資料，2011 年 1至 11

月臺澳貿易金額約近 2.2 億美元。在人員往來方面，根據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之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 1月至 10月臺灣赴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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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數逾 50萬人次，澳門訪臺人數則約為 4萬餘人次，較去年同

期增加 8.8%。 

目前我國旅客佔澳門外來旅客數之第 3 位，僅次於大陸及香

港。2011年 1月至 10月經澳門機場入境之臺灣旅客則有 476,179

人次，佔 34.7%之比率。據澳門政府之調查，2011 年第 3 季臺灣

旅客在澳門之人均消費為 1,199澳門幣，較去年同期成長 58.8%。 

為加強臺澳高等教育合作，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於 9 月

組團訪臺；2 月間我成功大學與澳門大學學生聯合舉辦「2011 澳

門－府城模擬聯合國會議」；澳門青年聯合會也於 4月底來臺考察

環保、文創等領域；8月澳門組團參加「第 12屆台灣漫畫博覽會」。 

 

二、臺澳關係邁入新階段：我駐澳機構更名及澳門來臺設

立辦事處 

今年臺澳官方關係有重大進展，7 月 4 日陸委會宣佈駐澳門

機構「台北經濟文化中心」正式更名為更能彰顯政府派駐性質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澳門政府也同意給予我駐澳人員類似一

般駐外人員的優遇安排。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這是台灣與澳

門關係一大進展。澳門特區政府亦在同日宣佈，將在台北設立「澳

門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澳門居民在台工作、學習、旅遊、商務和

生活等方面提供綜合性服務，該辦事處並已於 12月 2日正式運作。 

臺澳高層官員往來日漸順暢。陸委會賴幸媛主委於 7 月 19

日赴澳門主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揭牌儀式。此為 1999年以

來，陸委會主委首次以官方身分訪澳。今年 10月間，陸委會副主

委趙建民亦赴澳門主持建國百年國慶茶會及「兩岸故事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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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 

臺澳各界均對今年臺澳關係進展均表示肯定，認為我駐澳機

構更名與澳門政府來臺設立辦事處除了顯示臺澳關係的實質提升

外，更象徵雙邊關係由過去的民間交往提升至官方交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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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一、臺澳交流活動及措施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1.2.11- 

2011.2.14 

台灣成功大學與澳門大學聯合舉辦「2011 澳門－

府城模擬聯合國會議」。11 至 14 日在澳門舉行，

15 日移師臺灣成大舉辦。 

澳門日報，

2011.3.3: 

中華日報，

2011.2.15 

2011.2.15- 

2011.2.18 

澳門政府旅遊局局長安棟樑、副局長文綺華與旅

遊業界代表於赴台灣宣傳「澳門尋寶趣」遊，推

廣澳門旅遊。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2.17 

2011.2.17- 

2011.2.19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劉關華執行委員任團長一行

46 人的澳門企業家代表團於 2 月 17 至 19 日赴台

北參加「第 12屆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大展-春季展」。  

濠江日報，

2011.3.1 

2011.4.25- 

2011.4.26 

「媽祖之愛—台澳愛與和平宗教文化參訪團」，25

日至 26 日赴澳展開為期 2 天參訪活動，並表示期

望今後加強澳台兩地交流，進一步推動兩地文化

及經貿發展。  

澳門日報，

2011.4.25 

2011.4.30- 

2011.5.3 

澳門青年聯合會辦理「青年議政能力訓練計劃」

學員，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來臺考察交流。考

察主題為臺灣環保設施、技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等

領域 

澳門日報，

2011.4.30:20

11.5.1 

2011.6.26- 

2011.26.29 

澳門環境保護產業協會由澳門環保局副局長韋海

揚擔當顧問、澳門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常務副理事

長麥瑞權率團，26 日至 29 日到台灣進行交流，除

希望深入瞭解台灣環保文化，並建立交流平台。  

澳門日報，

2011.6.26 

2011.6.29- 

2011.7.3 

澳門經濟學會於 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組織「台灣

學術訪問交流團」來臺就台灣政治、經濟、文化

的發展等領域進行考察交流。 

澳門日報，

2011.7.11 

2011.7.4 澳門特區政府發言人譚俊榮 4 日宣佈，澳門特區

政府將在台北設立「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澳

門居民在台工作、學習、旅遊、商務和生活等方

面提供綜合性服務。另外，在秉持善意友好、互

惠互利的原則下，特區政府同意在澳的「台北經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7.4 



 9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濟文化中心」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11.7.19 政府駐澳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9 日上午 10

點半正式舉行揭牌儀式，由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親

自主持，此為 1999 年以來，首次陸委會主委以官

方身分赴澳門視察業務。 

旺 報

2011.7.20 

2011.8.10- 

2011.8.13 

澳門動漫業界 8 月 10 日至 13 日赴台參與「第十

二屆台灣漫畫博覽會」，並就相關合作議題及動漫

產業環境進行洽商考察，希望藉此訪臺，增加兩

地動漫產業合作。  

澳門日報，

2011.8.10 

2011.9.28 為加強臺澳兩地高等教育之合作，澳門高等教育

輔助辦公室於 9 月 18 日至 23 日組團訪問台灣。

訪問團除與教育部相關單位進行會面，就澳門高

等院校學歷的認可問題進行商討，並參訪台灣師

範大學等五所大學。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9.28 

2011.10.7 為慶祝建國百年、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民主共

和奮鬥的犧牲精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0 月 7

日假澳門國父紀念館舉辦慶祝茶會和「兩岸故事

影像展」。陸委會副主任委員趙建民與台北經濟辦

事處處長羅木坤共同主持出席主持活動。 

澳門日報，

2010.10.8 

2011.11.04 澳門政府宣佈將委任梁潔芝擔任澳門在臺經濟文

化辦事處主任。並選定台北 101大樓 56樓作爲「澳

門經濟文化辦事處」辦公室。未來辦事處將為澳

門居民在台工作、學習、旅遊、商務和生活等方

面提供綜合服務，並促進澳台兩地在經貿、文化、

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服務等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加強共同打擊犯罪和司法協助等工作。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11.04 

2011.11.27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中小企服務中心與台灣的中

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簡稱「青創總會」)於 11 月

30 日合作舉辦 「連鎖加盟建品牌、創事業系列 –

企業訓練班」。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11.27 

2011.12.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於台北市 101 大樓 56 樓 A

座的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2 日起投入運作，辦事

處的聯絡電話及電子郵箱亦即時開通。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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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1.12.9 台北市政府合唱團邀請香港警察合唱團、廣東嶺

南藝術團、澳門公務人員文化協會等團體，來台

參加「音緣聚會兩岸情音樂會」之共同演出， 

聯 合 報 

20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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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澳簽署之協議及相關發展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1.1.24 澳門政府與中國大陸就航空情報、航空氣象和機

場消防等領域之技術交流，簽署安全合作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1.24 

2011.3.6  在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等人見證下，澳門

行政長官崔世安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 6 日在北

京，分別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廣東省人民

政府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3.6 

2011.4.19 2011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 19 日在珠海市舉行。雙

方在會後簽署《實施〈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工作

安排》、《關於穗澳共同推進南沙實施 CEPA 先行先

試綜合示範區合作協議》、《珠海市政府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合作建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的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4.19 

2011.4.2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財政司譚伯源司長與中

國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王力 25 日在北京簽署《內

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

防止偷漏稅的安排》第二議定書，該議定書已於

去年年底完成草簽。新議定書為更新《安排》的

第 26 條有關情報交換的條文，使《安排》更符合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情報交換的國際標

準，擴大資訊交換的領域和範圍。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4.26 

2011.5.24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及澳門企

業家代表團於 5 月 19 日至 21 日隨同珠海企業家

代表團赴葡萄牙里斯本考察訪問，並在里斯本聯

合舉辦「珠澳-葡萄牙企業家交流會暨《珠澳葡投

資貿易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5.24 

2011.7.18 2011 年穗澳合作會議 18 日在廣州市南沙區舉

行，會議總結及肯定了穗澳合作專責小組自今年 4

月成立以來的工作及成果，並具體探討穗澳合作

下階段之工作重點：進一步細化和實施《關於穗

澳共同推進南沙實施 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合

作協議》。此外，本次會議雙方還簽署了《廣州澳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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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門加強會展業合作協議》、《2012 澳門‧廣州名品

展合作備忘錄》、《穗澳加強旅遊合作備忘錄》及

《關於舉辦「2011 年穗澳商協會聯席會暨行業合

作對接洽談會」的合作協議》。 

2011.07.19 澳門民政總署日前與中國大陸珠海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簽署《珠澳開展水生動物貝類毒素監測研究

合作協議》及《珠澳開展供澳蔬菜農藥殘留調查

研究合作協議》，以進一步加強澳珠兩地在食品安

全方面的科研合作和交流。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7.19 

2011.9.30 

 

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與廣東省旅遊局及褔建省旅

遊局啟動十‧一黃金周旅遊通報機制。由九月三

十日至十月八日正式運作。今年 10 月為粵澳雙方

自 2003 年 10 月實施粵澳黃金周旅遊通報機制以

來第 21 次實施通報機制。褔建方面，亦於 2006

年起與澳門建立黃金周旅遊通報機制。 

澳門政府新聞

局新聞稿，

2011.9.30 

2011.11.28 深澳舉行合作會議並於會後簽署三份有關文創、

旅遊及促進投資的意向書及協議，分別為：《文化

創意產業合作意向書》、《旅遊合作備忘錄》及《關

於加強投資促進與合作的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

局 新 聞 稿

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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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 

澳門九九之後 

五十年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 

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1999.12.20-2011.12.20）     總計：24 件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24. 2011.5.1 

 

 

 

 

 

 

 

 

 

 

 

2011.5.2- 

2011.5.4 

 

 

 

 

 

 

 

 

 

 

 

 澳門五一遊行爆發警民衝突： 

    五月一日澳門多個團體發起五一遊

行，多個不同訴求的團體包括：青年動

力、教師、工人民生力量聯合會、工人

自救會、社區發展協會、家團人士、路

環原居民，估計約有二千三百人參與遊

行，惟在政府總部對開示威區，有遊行

人士與警方發生肢體碰撞，爭取特首選

舉權、改善基層生活及調控樓市等多種

訴求，而期間因為警方以違例泊車帶走

遊行人士，惹起衝突，警民一度對峙。 

 

 輿論譴責警方妨礙新聞自由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 2 日發表聲明，譴

責治安警在五一遊行期間具針對性、無

理及粗暴干預傳媒採訪，強烈譴責治安

警的暴力行為。學者(澳門科技大學人文

藝術學院助理教授譚志強)認為，設立採

訪區之舉顯示警方早有限制記者採訪的

打算，無疑妨礙新聞自由。六個參加「五

一」遊行團體的代表並於 4 日到警監會

遞信，強烈譴責警方在「五一」遊行期

間以粗暴手段打壓市民示威遊行自由，

以及阻撓傳媒採訪。 

澳 門 日 報

2011.05.02 

 

 

 

 

 

 

 

 

 

 

華 僑 報

2011.05.03 

濠江日報 

2011.05.03 

成報 

2011.05.03 

濠江日報 

2011.05.03 

新報 

2011.05.03 

華僑報 

2011.05.05 



 14 

四、統計資料 

（一）臺澳貿易 

今(2011)年 1~11月，臺澳貿易金額近 2.2億美元。其中，

臺灣對澳門出口約 2 億美元，臺灣自澳門進口約 2 千萬

美元 (臺澳貿易金額按月趨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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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金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 

 

（二）臺澳人員往來 

今年 1~10 月，臺灣赴澳門人員約為 50 萬 3 千餘人次。

澳門訪臺人數則約為 4 萬 1 千餘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

8.8% (臺澳人員往來按月趨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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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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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門失業率 

        今年 8月至 10月的失業率為 2.4%，較 2010年同期下降

0.5個百分點(澳門 2011年失業率如下圖)。 

2.70% 2.70%

2.60%

2.70% 2.70%

2.60% 2.60%

2.40%

2.25%

2.30%

2.35%

2.40%

2.45%

2.50%

2.55%

2.60%

2.65%

2.70%

2.75%

1~3月 2~4月 3~5月 4~6月 5~7月 6~8月 7~9月 8~10月

失業率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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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門移交 12 週年大事記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1.3.6  在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等人見證下，澳門

行政長官崔世安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 6 日在北

京，分別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廣東省人民

政府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

局 新 聞 稿 ，

2011.3.6 

2011.5.2 五月一日澳門多個團體發起五一遊行，有多個不同

訴求的團體，遊行秩序大致良好，惟在政府總部對

開示威區，有遊行人士與警方發生肢體碰撞，場面

幾乎失控。 

澳 門 日 報 ，

2011.5.2 

2011.06.14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今 14 日下午抵

澳，展開為期 3天的工作考察。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6.14 

2011.7.4 澳門特區政府發言人譚俊榮 4 日宣佈，澳門特區

政府將在台北設立「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為澳

門居民在台工作、學習、旅遊、商務和生活等方

面提供綜合性服務。另外，在秉持善意友好、互

惠互利的原則下，特區政府同意在澳的「台北經

濟文化中心」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澳門政府新聞

局 新 聞 稿 ，

2011.7.4 

2011.7.15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日本於 13 至 14 日舉行更新航空

運輸會談，日本同意於 2012年起增加澳門至東京運

量上限，並於東京成田機場 2013年承載力提高後，

撤銷對澳門至東京運量限制。此外，日本亦同意給

予澳門除東京以外所有航點的第五航權。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7.15 

2011.7.20 第四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 20日在香港召開。澳門經

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及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分別率領兩地代表團參加和主持會議，雙方回顧了

過去一年合作情況並討論未來合作方向。在過去一

年，在港澳兩地在旅遊、醫務、公務員培訓等方面

合作取得進展。雙方在會上亦就《粵港合作框架協

議》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進展情況作交流。

同意未來在各領域，特別是旅遊、文化和公務員培

訓等進一步加強合作和資源共享，實現兩地共同發

展。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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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1.7.28 澳門特區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簽署關於傳統醫藥方

面合作的計劃，行政長官崔世安和世界衛生組織總

幹事陳馮富珍醫生代表雙方簽署合作計劃。該合作

計劃自 2011年 9月 2日起為期 4年。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7.28 

2011.8.24 澳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 8月 24日在禮賓府歡迎中

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新任特派員胡正躍來澳

履新，雙方並進行會面。胡正躍於 22日抵澳履新，

接替卸任的盧樹民。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8.24 

2011.10.19 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委託「修改《出版法》和《視

聽廣播法》之民意調查及分析研究」首階段調查將

於 10 月 17 日起展開為期一周的電話訪問，並另於

12 月 4 日舉行商議式民調。本次委託調查由易研方

案（澳門）有限公司、美國史丹福大學商議民調中

心、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學

院社會學研究中心共同執行。該次委託民調研究

案，由於涉及澳門新聞、言論自由之法案，引起澳

門各界高度關注。 

市 民 日 報

2011.10.17 

市 民 日 報

2011.12.2 

正 報

2011.12.2 

訊 報

2011.12.2 

2011.10.20 澳門年度國際經貿盛事─「第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MIF)於 10月 20日揭幕。譚伯源司長

於開幕致辭表示，本屆 MIF 的主題是「促進合作，

共創商機」，旨在利用澳門獨特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

優勢，有效發揮區域商貿服務平台的作用。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10.20 

2011.11.15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於 11 月 15 日在立法會發表

2012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除回顧過去一年之施政

成果外，更指出 2012施政重點在於：推動經濟適度

多元，提高民生綜合水平。 

澳門新聞局新

聞 稿

2011.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