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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移交 22週年情勢研析 

 

 政治運作更趨保守，中共國家安全觀鑲嵌行政體制，

外界擔憂恐滲入司法仲裁。 

 經濟略顯復甦，惟博彩法修法對產業結構、經濟

發展之連鎖效應，值續觀察。 

 限縮集會遊行權利及新聞自由之爭議頻傳，輿論

憂慮社會多元聲音恐更形薄弱。 

 中共續藉共同市場、跨域治理強化陸澳融合，外界

關注澳門體制是否更趨中國大陸化。 

 國際關切澳門緊縮政治參與及自由權利，未來其經

濟自由度不再單獨排名。 

 澳方暫停在臺辦事處運作，我駐澳機構堅守崗位，

維護臺澳民眾交流權益。 

 

壹、整體評析 

    澳門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移交中國大陸，我政府為維

持對澳政策的一貫性與持續性，在澳門仍能維持其自由經濟

制度與自治地位之前提下，將澳門定位為有別於中國大陸其

他地區之「特別區域」，維持臺澳人民各項關係直接往來。爰

每年就澳門各層面發展與臺澳關係現況提出報告；此為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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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報告，觀察時間為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2月中旬。 

    整體而言，過去一年來，澳門發生大規模取消民主派立

法會參選人資格、多起禁止民間集會遊行事件，以及對新聞

媒體進行審查等爭議事件，反映澳府在政治運作上更趨保守。

美國、歐洲議會均關切澳門自由權利緊縮問題。而澳門終審

法院駁回「六四」紀念集會、泛民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被撤

銷案之上訴，亦使輿論擔憂澳門司法仲裁受中共國家安全觀

宰制。此外，澳府宣布明年展開「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

澳門人權、法治是否進一步遭到侵蝕，值予密注。 

    澳門經濟 2021 年前三季略為復甦，惟主力產業博彩業

前 11 個月賭收僅 789.9 億澳門元，與澳府預測之全年賭收

1,300 億元，相差甚大。澳府於 9 月進行博彩法修法公開諮

詢，希緩解過度倚賴博彩業之經濟風險，以及所衍生之排擠

中小企業、壟斷勞動力等經濟社會問題，然輿論認為此次似

非單純係為明年中賭牌經營權到期預為準備，背後亦與中共

防堵資金外逃及美中目前競合大局等目的有關。此外，年來

中共續藉共同市場、跨域治理強化陸澳融合，外界關注澳門

似進一步被吸納入陸方整體發展布局內。 

    雙方在人員往來受疫情影響持續減少，貿易往來則略見

回升。今年 6月 16日，澳府繼港府於 5月 18日單方面宣布

其在臺辦事處暫停運作後，亦跟進同一決定。面對臺澳關係

轉折及我駐澳辦事處未來可能處境，政府已積極研議應對方

案，並責成駐澳辦事處堅守崗位，持續提供服務，維護臺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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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交流權益。 

    謹就澳門移交第 22 週年（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之整體情勢發展評析如次： 

一、 政治運作更趨保守，中共國家安全觀鑲嵌行政體

制，外界擔憂恐滲入司法仲裁 

過去一年來澳門政治重大事件，首要為第 7屆立法會選

舉，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撤銷非建制派參選人資格。2021年 7

月 9日，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指，有 6

組別 21 名參選人經審查認定為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澳門特

區，依「立法會選舉法」第 6條不具被選資格。其後，選管

會進一步提出審核的「七項準則」
1
，並公布「關於糾正或替

換參選人的決定」，在直選部分最終剔除「民主昌澳門」等 5

個組別2，撤銷現任議員吳國昌、蘇嘉豪等 20 人之參選資格

3。部分被撤銷者提出上訴，澳門終審法院以渠等曾參與或支

持紀念「六四」、「零八憲章」等活動，證明確屬不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澳門行為，仍維持選管會原有的決定。 

9月 12日立法會選舉正式登場，直接選舉（應選 14名）

部分計 137,279人投票，投票率 42.38%，首次未達 50%，較

上屆 57.22%大跌近 15%，創下澳門自 1999年移交中國大陸

以來最低投票率。間接選舉部分（應選 12名）則有 7,000人投

                                                 
1 須維護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須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防範參選人／候選人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滲透特區權力機關；不得抹黑中國及澳門特區；不得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及安

全的行為；須尊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權限等。 
2 其餘為「新澳門進步協會」、「學社前進」、「澳門全勝」、「博彩新澳門」。 
3 其中 1 人替換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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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投票率為 87.33%；另投空白票、廢票者逾 5,000張，亦

創歷來新高。對於投票率劇降及廢票暴增，官方解釋稱係受

疫情、天候等因素影響，惟多數輿論仍歸因於 7月大舉撤銷

泛民主派參選人資格，引發選民不滿、消極杯葛所致。中國

大陸國務院港澳辦稱，選舉結果體現了「愛國者治澳」原則，

惟輿論對澳門民主派遭壓制表示同情，並擔憂澳門言論自由

及人民參政空間恐日漸萎縮。 

隨著「港版國安法」雷厲風行，澳府跟進相關國安法令

及作為亦成外界關注焦點，特別是自 2009 年通過迄今、逾

10年未曾動用的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澳門國安法」）。

11月 16日，澳門特首賀一誠發表任內第 3份施政報告，將

「澳門國安法」修法列為 2022年施政重點，正式宣告將此議

題提上日程。針對外界關切的修法內容，賀一誠稱會參考其

他地區的法律定義，且不會脫離澳門刑法相關規定。另北京

當局於 11月 30日決定，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 1

名國安事務顧問及 3名技術顧問，分別由澳門中聯辦主任傅

自應及中聯辦相關人員擔任，負責監督、指導、協調澳門國

安工作。 

在司法運作方面，澳門特首賀一誠 10月 20日出席司法

年度開幕典禮時稱，澳府將持續維護司法獨立。惟澳門終審

法院接連駁回紀念「六四」集會、立法會議員參選人遭撤銷

資格案之上訴，引發輿論質疑澳門的司法制度，是否由法律

仲裁者漸變為服務於中共「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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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年 11月下旬，溫州公安局指澳門博弈大亨周焯

華涉嫌在中國大陸境內開設賭場，遭溫州檢方提起公訴並批

准逮捕，翌日澳門政府稱接獲陸方通報，旋以不法經營賭博、

洗黑錢等罪拘捕周焯華等人。案件引發外界關切中國大陸刑

法是否對澳門博彩業具管轄權，及周在澳門服刑期滿後是否

會被「送中」審判，相關發展值予觀察。 

 

二、 經濟顯現復甦跡象，惟博彩法修法對產業結構、

經濟發展之連鎖效應，值續觀察 

    相較於 2020 年全年經濟負成長 56.3%，2021 年澳門經

濟顯露復甦跡象，惟增長步伐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反復影響，前三季經濟成長率（GDP）分別

為-0.9%、69.5%、32.9%。前三季赴澳門旅客逾 577萬人次，

同比上升 43.7％；第三季總體失業率 2.9％，物價保持基本

平穩。前 11個月博彩收入 789.9億澳門元（下同），按年增長

49.9%，惟澳府之前預測全年賭收可達 1,300億元，顯仍有極

大差距。 

    博彩業是澳門經濟支柱及澳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在澳

門就業市場亦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疫前占澳門 GDP 5 成以

上，更提供澳府近 8成稅收。另據統計，2020年底澳門博彩

業就業人口約 8 萬 2,043 人，占比約 17%。澳府 9 月 14 日

宣布就「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澳門第 16/2001號法

律，簡稱博彩法）修法，自同月 15日起進行為期 45天的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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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重點包括賭牌批給數量、期限，增加對承批公司監管

的法定要求、僱員保障，強化對博彩中介人及合作人的審查

機制，以及引入政府代表、推動非博彩元素項目，增加社會

責任及明確刑事責任與行政處罰制度等，引發各界矚目。澳

府 12 月初稱，正準備修改「博彩法」諮詢報告，會盡快公

布。 

    澳府表示，此次修訂澳門博彩法係為緩解過度倚賴博彩

業之經濟風險，以及所衍生之排擠中小企業、壟斷勞動力等

經濟社會問題。各界分析認為澳府修法作為，意在大刀闊斧

進行全盤結構性調整，為長久未見成效的產業多元化政策，

營造有利環境條件，惟亦隱含中共管治目的，包括：強化整

頓貪腐溫床及資金外流管道，以維護中國大陸經濟與金融安

全；掌控澳門在地政治勢力，阻斷陸澳政商結成足以撼動中

共決策的利益團體；貫徹抑制陸港澳民營企業政策；以及稀

釋美資企業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力，甚或藉以製造與美方折

衝之籌碼。     

    澳門現有澳博、銀河、永利、美高梅、威尼斯人、新濠

博亞 6家博彩業者，賭牌皆將於 2022年 6月 26日到期。澳

門特首賀一誠 11 月中旬表示，若賭牌競投未及在博彩法修

正後進行，可按原合約續期。修法消息一出，在香港上市的

澳門博奕類股集體大跌，更有意見指出占澳門賭收 7成的貴

賓廳營運所受衝擊最大。後續修法及博彩經營權變化情形，

仍是牽動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值續關注。 

    除博彩法修法外，澳門博弈大亨、「太陽城」集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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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焯華被捕，亦使澳門博彩業界再生震盪。港媒星島日報直

指，整起事件係北京認為嚴重危害中國經濟安全，因而主導

出手；相關起訴書亦點名澳門多家貴賓廳集團4涉案，傳澳門

多家賭場中止與貴賓廳中介人合作，一般預測或連帶影響賭

收 3至 5成。 

    

三、 限縮集會遊行權利及新聞自由之爭議頻傳，輿論

憂慮社會多元聲音恐更形薄弱 

    年來，澳門至少發生 5起民眾集會遊行權利遭限縮之爭

議。包括：2-3月間，緬甸籍在澳人士、澳門居民擬舉辦集會

聲援緬甸民主抗爭，均遭受警方施壓；10月間，菲律賓籍在

澳人士於公眾場所展示菲律賓總統選舉橫幅，遭澳門警方、

入出境及檢察機關調查。 

    另澳門民主派團體發起「撤回優惠券，我要消費卡，保

民生、保就業」遊行，遭澳門衛生局以無法確保防疫措施為

由，要求取消。而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擬舉辦之「六四」紀

念活動，遭澳門警方以防疫及違反「刑法典」等相關規定為

由5，再度否決集會申請。輿論認為，從一連串的事件來看，

反映相關方面正持續加強社會控制，也擔憂澳門基本法所明

定之自由權利，未來恐形同具文。 

    前述限縮人民自由權利的趨勢，亦在澳門新聞領域中上

演。澳府在公營機構澳門廣播電視（簡稱澳廣視）執委會安插
                                                 
4 德晉、廣東會、黃金、鉅星、恒升。 
5 警方並指過去集會內容如「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鼓吹「茉莉花革命」和「零八

憲章」等，除煽動顛覆政權，且顯有「挑釁性質和誹謗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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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系統退休官僚，傳 3月對其葡文新聞部下達新規，要求

旗下記者不得批評當局。澳廣視執委會雖否認前述指令，惟

6 月公開承認對新聞節目進行審查，刪除「六四」集會遭禁

之討論內容，並引發 2名評論員杯葛抗議。據媒體報導，今

年上半年至少有 10名葡文部記者不滿求去。 

    此外，由澳門民主派「新澳門學社」發起、創辦 16年的

網媒「愛瞞日報」，稱因「前所未有的環境變遷、資源稀缺」，

宣布自 10月 20日零時起停止運作。由於「愛瞞日報」長期

積極參與澳門的公共討論和社會運動，其停運亦被外界認為

反映澳門社會多元聲音再減弱。 

 

四、 中共續藉共同市場、跨域治理強化陸澳融合，外

界關注澳門體制是否更趨中國大陸化 

    過去一年，在中共的總體發展布局下，不斷藉由強化「共

同市場」誘因、「跨域治理」視角，深化推進澳門與中國大陸

融合。 

    中共「全國人大」3月 11日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除重申「一國

兩制」、「澳人治澳」方針；並稱將積極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臺，深化與港澳經貿、

科創合作關係，擴大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及完善港澳居民在

陸發展和生活的政策措施，增強港澳居民之國家意識與愛國

精神。澳府並於 5月 4日宣布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工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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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屬澳門特首6，負責統籌澳門參與「一帶一路」及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工作。 

    澳門與中國大陸在前述基礎上續有互動合作。包括特首

賀一誠多次率團赴陸，7 月、9 月、11 月間分別訪問粵港澳

大灣區八大城市7、四川、陝西、杭州等地；6月 4日與上海

舉行首次滬澳合作會議；11 月 30 日與珠海簽署「推動珠澳

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工作框架協議書」，10 月間與復旦大學簽

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5月 19日澳門酒店旅業商會等 10家

協會與橫琴簽署「旅遊產業戰略合作協議」等。 

    其中最受外界關注者，為中國大陸 9月 5日發布之「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該合作區實施範圍為橫

琴島「一線」（橫琴與澳門之間）和「二線」（橫琴與中國大陸其他

地區之間）的海關監管區域，由粵澳合組管理委員會，實行廣

東省長、澳門特首雙主任制，在職權範圍內統籌決定該區的

重大規劃、政策、項目和人事任免，被視為「一國兩制」新

實踐。綜合外界相關分析認為，在中共所建構之區域經濟與

機制下，澳門似已進一步被吸納入中國大陸整體發展布局之

內。 

 

 

 

                                                 
6 成員包括澳府五司司長、警察總局局長及海關關長等。 
7 中山、江門、肇慶、佛山、廣州、東莞、惠州及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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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關切澳門緊縮政治參與及自由權利，未來其

經濟自由度不再單獨排名 

    國際間對澳門的評價，除與澳門自身狀況相關，亦受香

港情勢連動影響。澳門罕見大規模撤銷立法會參選人資格，

引發歐盟及美國關切。歐洲議會 9月表決通過之「新歐中戰

略報告」亦提及撤銷參選人資格事，並指澳門禁止民間舉行

「六四」紀念集會、要求傳媒採用親中的編輯指引，打壓言

論自由；呼籲中共尊重澳門基本法，勿干預選舉和媒體運作。 

    另美國國務院今年 3月發布之年度人權報告，指澳門涉

及之重大人權問題，包括干擾和平集會、限制言論自由及政

治參與等。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同月亦發表聲明，譴責香

港、澳門的公共廣播電臺高層干預編輯，使新聞獨立性面臨

威脅，促港澳特首保障新聞自由。 

    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根據貿易自

由、財產權利、司法效率和政府誠信等範疇，評判並發表各

地經濟自由度指數。該基金會今年 3月表示，近年香港政策

明顯受北京控制，爰將香港、澳門視為中國大陸城市，不再

獨立為香港、澳門評級。 

中共將澳門定位為中葡平臺，今年7月澳門舉辦「國際基

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澳府強調將進一步深化葡語

國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建領域的合作；會議並簽

署11份協議，涉及戰略合作、基礎建設、電力工程、能源儲

運、工程機械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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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對外簽訂雙邊協議方面，澳門與柬埔寨於今年

4月23日簽署「對所得消除雙重徵稅和防止逃避稅協定」，此

為澳門所簽署的第8份消除雙重徵稅協定。 

 

六、澳方暫停在臺辦事處運作，我駐澳機構堅守崗位，

維護臺澳民眾交流權益 

    臺澳關係受兩岸關係及肺炎疫情影響，在人員往來方面，

2021年 1至 10月，國人赴澳人數約 5.8萬人，同比減少近 4

成；澳門居民來臺人數約 1,103人，同比減少約 92.7%。在澳

生來臺就學方面，110學年度申請來臺就讀的澳門學生計 724

人，較去年 823人減少近百人，減幅約 12%。惟經貿方面略

有回溫，2021 年 1至 10 月臺澳貿易額約 0.96億美元（臺灣

對澳門約 0.95億美元，澳門對臺灣約 0.01億美元），同比增長 24.1%。 

 今年 6月 16日，澳府單方面宣布在臺辦事處自同年 6月

19日起暫停運作。此外，我駐澳門辦事處人員因拒簽「一中

承諾書」，今年以來已有 2人遭拒發工作簽證返臺；另澳府亦

放任親中人士至我駐澳辦事處叫囂、抹黑，顯示對臺極不尊

重且不友善。面對我駐澳辦事處之處境及可能情形，政府已

積極研議應對方案，並責成駐澳辦事處堅守崗位，持續提供

服務，維護臺澳民眾交流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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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澳門移交第 22 週年大事記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21.1.8 
特首賀一誠與中山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賴澤華會面。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8 

2021.3.4-7 
特首賀一誠前往北京，列席中共第十三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式。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3.3 

2021.4.8 
特首賀一誠會見浙江省政協主席葛慧君，雙方就

疫情防控及旅遊推廣等事宜交流意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4.9 

2021.4.19-20 
特首賀一誠出席在海南省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

2021年年會。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4.16 

2021.5.4 澳府設立「融入國家發展工作委員會」。 
新華社， 

2021.5.4 

2021.6.4 滬澳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在上海舉行。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6.4 

2021.6.6-9 

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率團前往北京，拜訪

北京 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組織委員會、中

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和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6.10 

2021.6.16 
澳府宣布澳門在臺辦事處自 2021 年 6 月 19 日

起暫停運作。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6.16 

2021.6.18 
澳府行政會完成討論「博彩監察協調局的組織及

運作」行政法規草案。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6.18 

2021.7.9 

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宣布，有 6組別

21 名參選人經審查認定為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澳門，不具被選資格。 

新華社， 

2021.7.9 

2021.7.9-11 澳門舉行第九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7.9 

2021.7.23 
澳門舉行「第 12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

峰論壇」，簽署 11份合作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7.23 

2021.8.12 
澳門網絡安全委員會召開 110 年度首次全體會

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8.12 

2021.9.1 
澳門金融管理局與香港保險業監管局簽訂「金融

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1 

2021.9.5 
中共中央公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5 

2021.9.12 澳門第 7屆立法會選舉。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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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21.9.15 

 澳府宣布於 9 月 15 日起至 11 月 13 日，就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

年規劃（2021-2025年）」展開為期 60天的公

開諮詢。 

 澳府宣布於 9月 15日起，就修改法律「娛樂

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展開為期 45天的

公開諮詢。 

 澳府保安司司長與廣東省政協張嘉極副主席

探討橫琴口岸便利化通關事宜。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13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14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15 

2021.9.17 
澳府行政會完成討論「修改行政法規（2021 人

口普查制度）」草案。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17 

2021.9.21 
澳門終審法院確認第 7 屆澳門立法會議員直接

選舉和間接選舉結果，並宣布當選人。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21 

2021.9.23 特首賀一誠委任 7名立法會議員。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23 

2021.9.23-28 

特首賀一誠赴四川省成都市及陝西省西安市，出

席 2021 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

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21 

2021.9.24 

 特首賀一誠出席四川成都澳門周開幕式。 

 特首賀一誠於四川成都與海南省省長馮飛、

江西省省長易煉紅、貴州省省長李炳軍、廣西

壯族自治區主席藍天立、湖南省省長毛偉明等

會面，就經貿、旅遊、金融、中醫藥、人才培

養及發展等議題交換意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24 

2021.9.27 

特首賀一誠赴陝西參加全運會，與陝西省委書

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國中，省委副書記、省

長趙一德會面，就澳陝兩地加強經貿投資合作、

人文交流、青少年交流等議題交換意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9.27 

2021.10.12 
廣東省於澳門發行其首支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

債券。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12 

2021.10.14 

特首賀一誠赴廣州出席第 130 屆中國進出口商

品交易會暨珠江國際貿易論壇開幕式，並與廣州

市委、市政府官員會面，就粵澳疫情防控及深入

推動穗澳交流合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14 

2021.10.16 澳門第七屆立法會舉行首次全體會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16 

2021.10.19  澳門銀行正式開辦「跨境理財通」業務。 澳門政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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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澳府與上海復旦大學以視訊方式舉行簽署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 

 澳門公共資產監督規劃辦公室於 2021 年 10

月 20日至 12月 18日就「公共資本企業法律

制度」進行為期 60日的公開諮詢。 

2021.10.18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19 

2021.10.22 
特首賀一誠赴廣州出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

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22 

2021.10.27 
澳府行政會完成討論「修改 2021年財政年度預

算案」法律草案。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27 

2021.10.30 
澳府宣布於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14 日進行「工

會法」公開諮詢。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0.30 

2021.11.3 
特首賀一誠會見杭州市政協主席潘家瑋，就文化

旅遊合作發展及疫情防控等議題交換意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3 

2021.11.4-7 
特首賀一誠出席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

幕式及考察杭州。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7 

2021.11.5 

澳府行政會完成討論「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

控、逗留及居留許可法律制度主要施行細則」行

政法規草案。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5 

2021.11.7 
特首賀一誠與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袁家軍會面。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7 

2021.11.10-12.24 

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於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4

日就「人才引進制度」進行為期 45天的公開諮

詢。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9 

2021.11.15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商事服務局人員拜訪澳府

法務局。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16 

2021.11.16 
特首賀一誠在立法會發表「2022 年財政年度施

政報告」。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16 

2021.11.24 特首賀一誠赴廣州出席中國網絡媒體論壇開幕。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1.24 

2021.11.27 
澳府稱接獲陸方通報，以不法經營賭博、洗黑錢

等罪拘捕周焯華等 11人。 

中新社， 

2021.11.27 

2021.11.30 

中共決定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 1 名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 3名國家安全技術顧問，由

澳門中聯辦主任及相關人員兼任。 

新華社， 

2021.12.3 

2021.12.3 

 特首賀一誠出席「2021中國科技峰會-科技成

果轉化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開幕式。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會見重慶市人民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2.3 

澳門政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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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政府副市長蔡允革，就兩地經貿、旅遊、高新

科技、現代金融、中醫藥等交換意見。 

2021.12.4 

2021.12.4-6 
澳門貿促局與 24 家澳門企業參與「重慶澳門

周」，展示澳門經貿會展資源。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2.1 

2021.12.6 

 特首賀一誠赴橫琴出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特首賀一誠擔任「粵港澳大灣區志」合作備忘

錄簽署儀式見證人並發表致詞（預錄模式）。 

 澳門理工學院與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共同推

出澳門首個雙博士學位課程（資訊科技及工

程領域）。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2.6 

2021.12.10-13 滬澳合辦「國際貿易投資論壇 2021」。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2.3 

2021.12.14 澳門國安委設立國安事務顧問及技術顧問生效。 
澳門政府公報， 

2021.12.13 

2021.12.20 澳門移交 22週年。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1.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