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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STEL模型简介 
    Introduction of PESTEL Model 

 
 

PESTEL 模型简介 

     PESTEL分析是PEST分析的扩展变形形式，又称大环境分析，是分析宏观环境的有效工具，不

仅能够分析外部环境，而且能够识别一切对组织有冲击作用的力量。它是调查组织外部影响因素

的方法，PESTEL代表企业外部环境包含的6大因素： 

  （1）政治因素(Political)：是指对组织经营活动具有实际与潜在影响的政治力量和有关的政策、

法律及法规等因素。 

  （2）经济因素(Economic)：是指组织外部的经济结构、产业布局、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势等。 

  （3）社会因素(Social)：是指组织所在社会中成员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教育

水平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 

  （4）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技术要素不仅仅包括那些引起革命性变化的发明，还包括与

企业生产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和发展趋势以及应用前景。 

  （5）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一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中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6）法律因素(Legal)：组织外部的法律、法规、司法状况和公民法律意识所组成的综合系统。 

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PE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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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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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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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PESTEL 
(Macao) 

政体简介 
  

       澳门（葡语Macau、英语Macao），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1553年，葡萄牙人
取得澳门居住权，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正式通过外交文书的手续占领澳门并将此辟为殖民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干预属于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 
 
        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它权力。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为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央政府保留了必要的权限。例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和防务由中央
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外交简介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区域性的非主权实体，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建立了广泛和密切的关系。根
据《基本法》的规定，澳门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适当领域
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
协议。 
       截至2007年年底，在澳门特区设有领事馆，以及驻香港特区领事机构领区包括澳门特区或可在澳
门特区执行领事职务的国家共有76个，领事机构共78个（其中6个馆缺任）。其中，在澳门特区设立总
领事馆的国家有2个：葡萄牙和安哥拉。（注：中国与菲律宾已达成协议，在澳门特区设立总领事馆，
正筹备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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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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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澳门特区总领事馆领区包括澳门特区或可在澳门特区执行领事职务的国家有53个；在澳门特区委派名誉领事的国家共10个；驻澳门特区名誉领事
馆领区包括澳门特区的国家共7个。 
 
       目前，中葡商贸合作“三个中心”，即 “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的建设正在不断向
前推进，2015年4月开通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及人才信息网”也在进一步持续优化，在线陆续增加葡语国家食品供货商和中葡双语人才的信息，
线下积极筹建“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实体馆，不日将投入运作。 
  

澳门对外来的鼓励政策 
 
       随着CEPA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以及《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签
署，特别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2015年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片区改革创新发展总体方案》的公布，必将进一步深化澳门与
内地的经济融合，推动粤澳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
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澳门正充分发挥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有效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十三五”规划、自贸区、“互联网+”以及
“跨境电商”等战略发展机遇，结合特区自身的发展定位， 百尺竿头，积极进取。 
 
 促进澳门同大陆间贸易往来 
 
       2003年10月17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紧贸安排」）在澳门正式签署，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之后于2004年至
2013年分别签署10个补充协议。「紧贸安排」框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经贸领域。在货物贸易方面，自
2006年1月1日起，除内地明令禁止进口或特殊产品外，内地对所有原产澳门的货物，经订定原产地标准后，全面实施零关税。2014年底已订定原产地标
准的货物已达1,313项，全面涵盖澳门主要的出口货物，为企业开拓内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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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鼓励 
 
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  第16/2009号行政法规 
《企业融资贷款利息补贴》的实施旨在藉补贴贷款利息的方式，鼓励本地投资的企业，在其业务范围内增加所需投资，从而达致促进本地经济活动多元化、
增强环境保护、协助企业技术革新及转型以提升其竞争力和业务趋向现代化。受惠企业可享受每年4%的利息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为四年，由开始偿还贷
款之日起计，补贴根据各期尚欠的本金计算。 

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2014年12月18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在澳门签署。由2015年
3月1日起，广东对澳门服务贸易的开放部份多达153个，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采用正面清单开放的领域新增了24项开放措施，包括新增个体工
商户开放行业84个。 
 
       为拓展自身发展空间，配合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特区政府和广东省进一步加强合作，于2011年3月6日在北京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根据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共识，珠海横琴计划拨出约5平方公里的土地，供粤澳产业合作之用，当中包括面积约0.5平方公里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粤澳
产业合作的切入点，而旅游、会展、文化创意及教育培训等产业合作项目将于未来按部就班地陆续开展，为澳门的产业多元化提供巨大的机会。 

（第《49 / 85 /M》号法令，尤以其中第十一条）以偿还和无偿的形式补贴与下列有关的投资项目： 
1. 制造新产品，并可能因此而冒极大的经济风险和新项目确有其价值。 
2. 新项目的引进和开发计划，而且这此些新项目能够运用在发展有利于本澳的工业。 
3. 安装防止污染设备项目，而这些设备的安装对本地区带来好处。 
 
注：“财务鼓励”须以书面提出申请，并详列投资计划。“财务鼓励”的批予按个案作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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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所得补充税 可享50%的免税额(*)。 

消费税 工业用燃油免纳消费税(*)。 

机动车辆税 供澳门政府机关使用的机动车辆、旅游车、集体运输车辆及货运车辆等免纳机动车辆税。 

*记号豁免的给予，须由有关人士申请，申请人在申请书所列出的计划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 
条件：推动经济多元化 / 对输往新市场的产品的增加有贡献 / 在生产过程中能增加附产值 / 对科技现代化有帮助。 
申请书应在厂房兴建计划，扩展计划，重组或转型计划之前呈交政府审批。 
 

物业税 如购入的不动产作工业厂房之用可全部豁免. 当所租用的不动产作工业用途时可部份豁免, 若厂房设
在澳门, 豁免期为10年; 若厂房设在离岛, 豁免期为20年 (*)。 

营业税 预先批给个案可全部豁免(*). 离岛的营业埸所享有50%的免税额（离岸银行除外）。 

税务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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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澳门税收政策 
       
 
 
 
 

项目 征税方式 豁免（免税鼓励）* 

房屋税 
(业钞) 

视楼宇是否有出租而分别征收16% （有租赁关系的物业）或 
10%（年租金低于估值或无租赁关系的物业）的房屋税。 

全部豁免：如购入的不动产作工业厂房之用部份豁免；所租用的
不动产作工业用途时，若厂房设在澳门，豁免期为五年；若厂房
设在离岛，豁免期为十年（ 1 ）。 

营业税 
凡个人或集体经营任何工商业性质的活动均须缴纳营业税。
税率按经营业务而定，金额一般为澳门币三百圆（三十七点
五美圆）。 

可全部豁免（ 2 ） 
离岛的营业埸所享有百分之五十的免税额（离岸银行除外）。 

所得补充税 
（纯利税） 

对经营工商行业所得收益征收所得补充税。所得补充税属累
进税，收益在澳门币三十万圆（三万七千五百美圆）以上者，
该课税的平均税率为百分之十二；收益在澳门币三十万圆以
下者，税率由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二。 

可享百分之五十的免税额（ 3 ）。 

职业税 

对工作收益征收职业税。日薪散工、雇员或自由职业者，倘
每年收入超过澳门币十二万圆(一万五千美圆)，该纳职业税，
税率由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二。 
如属自雇并且选择具有编制会计的专业人士, 征收的税款根
据上年度的净利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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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印花税 

财产之移转 , 将会以印花税征收 , 凡以有偿方式移转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不
动产之价值至澳门币二百万元者,税率为百分之一; 澳门币二百万元以上至
澳门币四百万元者为百分之二; 澳门币四百万元以上者则为百分之三, 而以
无偿方式移转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不动产，其它价值超过澳门币50,000元的，
须作登记的财产或权利等, 印花税之税率统一为 5%. 

消费税 对燃料及润滑油、烟草以及酒精饮品等商品征收消费税。某些酒精饮品按
其澳门到岸价缴纳从价税，其它产品则缴纳特定税额的消费税。 工业用燃油免纳消费税（ 4 ）。 

机动车辆税 
对新机动车辆（包括重型摩托车及轻型摩托车）的实际出售价、进口商或
买卖车辆之经济从业员自用之新机动车辆的进口征收机动车辆税。该课税
率由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五十五（重型摩托车及轻型摩托车该课税率由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供澳门政府机关使用的机动车辆、旅游车、集体
运输车辆及货运车辆等免纳机动车辆税。 

社会保障基金 雇主每月须为本地工人供款澳门币三十圆（三点七美圆），为外地工人供
款澳门币四十五圆（五点六三美圆）。 

(1) 、(2)、(3) 和 (4) 项豁免的给予、须由有关人士申请，申请人在申请书所列出的计划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 
推动工业多元化；对输往新市场的产品的增加有贡献；在生产过程中能增加附产值；科技现代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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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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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政策与澳门 
 
           

      长期以来，中国对澳门特区的发展定位，无论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还是
“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战略理念上与“海上丝绸之路” 
一脉相承。澳门可以凭借其独特的“四大优势”，令其在“一带一路”特别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是桥梁优势。多种因素使澳门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着传统而广泛的联系。
７个葡语系国家遍布４大洲，拥有２.６亿人口。利用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
势，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拉美、非洲等地葡语系国家市场，担负起中国与葡
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的角色。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把澳门作为中
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服务平台的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必将形成叠加效应。” 
 
  其次是旅游资源优势。４００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给澳门留下了众
多名胜古迹和文化风情，旅游业已成为澳门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国家“十二
五”规划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目标即是澳门经济适
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也是澳门顺应世界休闲产业发展趋势的必然。 
 
  再次是归侨、侨眷的资源优势。澳门有拥有来自６０多个国家的归侨侨眷，
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从事行业多元，生意产业原本集中在“海丝”沿线
国家地区。发挥归侨、侨眷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政策，
有助于澳门在“海丝”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目标。 
 
  最后是与内地联系紧密度强的优势。２００３年签订的《内地与澳门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有力地支持了澳门的繁荣发展。２０１４年国
务院决定设立广东自贸区，面向港澳实现区域深度融合。澳门应紧抓这一发展
机遇和政策红利，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横琴岛开发建设、澳门－珠海通关
便利等一系列利好，打造升级版的澳门与内地合作新模式，力争获得早期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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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宏观经济态势 
  
      澳门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服务经济体。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2015年
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澳门在全球17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4位，在亚太地区排名第9位。
另2015年12月澳门获《DFI外国直接投资》杂志评选为“2015/2016年度亚太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战
略城市”第8位。 
 
       澳门国际市场网络广泛，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参与的国际性组织多达50余
个，而同葡语国家的联系则尤为紧密。特区成立以来，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各项建设事业加快推进，
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特别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角色日益凸显 
 
        澳门自1999年回归以来，经济稳步增长，GDP由回归前的约60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554亿美
元; 旅客数量由回归当年的740万增加至近年的年均3,000多万；会展数量也由2001年的250多项增加
至近年的每年1,000多项。 

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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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相关经济数据 

人均GDP趋势（现价美元） 
 

        澳门在1998年回归祖国后，人均GDP逐年上升。2014年，更是以人均78,585美元位列亚太区第一名。近两年，由于受到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澳门经济同样步

入新常态，由过去较高速的增长转入调整期。但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依然平稳有序。而通过增加非博彩元素使经济适度多元和加强区域合作，

充分发挥其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和作为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和桥梁的优势，将有利于澳门经济在未来5年保持活力。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人均GDP（现价美元）在亚太地区排名情况 
 

78,585.87 

香港 
42,4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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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及汇率 

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澳门元/人民币 一年期汇率走势 

澳门元/人民币 两年期汇率走势 澳门元/人民币  五年期汇率走势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 

       澳门的官方货币单位是澳门币（PATACA）。发钞银行

两个：大西洋银行和中国银行。澳门并无任何外汇管制。

在澳门售卖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收费一律以澳门币计算，

但也可使用港币或其他流通货币。兑换率按市场浮动率厘

定。至今，澳门币还被当地人称作“葡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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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产业结构 
 
1. 旅游博彩业 
 
        旅游博彩业是澳门主要的经济动力之一，其中包括作为澳门最大直接税来源的博彩业，及其他如酒店、饮食、零售等行业，对推动澳门经济
的发展相当重要。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及服务业是澳门最重要的外汇来源，90年代以来，澳门旅游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自1992年起，旅游业的
收入已经超过出口产值。特区政府成立后，旅游业发展步伐更为迅速。 
 
        2014下半年起澳门博彩市场表现疲弱，但仍居世界第1位。据博彩监察协调局及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2014年，澳门幸运博彩总收益达
3,515.21亿澳门元（439.4亿美元），缴纳博彩税1,367.1亿澳门元（170.9亿美元）。 
  
        2015年上半年，幸运博彩总收益达1,216.45亿澳门元（155.96亿美元），博彩税484.95亿澳门元（62亿美元）。 
  
        2014年全年入境旅客有31,525,632人次，按年增加7.5%；不过夜旅客占总数54%，有16,959,949人次。整体旅客平均逗留1.0日。 
  
        至2015年上半年，入境旅客共14,756,499人次，按年减少3.5%，当中留宿旅客有6,616,357人次，减幅为6.6%，不过夜旅客则微减0.7%至
8,140,142人次。整体旅客平均逗留1.0日。 
 
2. 区域合作与会展服务业 
 
       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包括发展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以及强化区域经济合作，是特区政府既定的发展策略。澳门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逐步发
展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服务中心，2004年开始举办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等定期及不定期的多项区域经贸交流活动，既促进泛珠
三角区域的合作，也为外商到珠江三角洲投资和发展提供了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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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2003年10月，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签订「紧贸安排」，同时首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及「国际华商经贸会议」亦先后在澳门举
行，突显了澳门连接珠江三角洲、葡语国家和世界华商之间的平台作用。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上，参与各方签署了「经贸合作行动
纲领」，确立了彼此间的合作，2004年在澳门设立论坛常设秘书处。继2006年9月和2010年11月的第二届、第三届论坛部长级会议后，第四届部
长级会议暨中葡论坛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于2013年11月5日再次在澳门举行，会上确定了2014 - 2016年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方向、合作领域
和合作方式，会后各方签署新的《经贸合作行动纲领》。 
        
       经过多年的努力，澳门作为中葡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得到进一步认同和巩固，澳门在促进中葡经贸交流与合作的作用进一步受到各方的重视。
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贸易额由56亿美元增加至1,284.97亿美元，同时，中国与葡语国家双向投资快速增长，
葡语国家已在华设立800多家企业。2014年，中葡双边贸易额达1325.8亿美元。 
 
       积极推动会展业发展，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是特区政府近年的重点经济发展策略之一。政府协助和支持大型国际性会议及活动在澳门举办，
大力支持和 
资助业界举办各类型商贸展览，开拓商务旅游市场，并通过在各地举行的重要商务旅游展，推广澳门会展品牌形象和业务讯息。 
 
       一年一度的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MIF）已发展成为澳门最大型的国际会展活动，通过展览、论坛会议、商业配对、采购洽谈等方式，促
进双向贸易投资互动，推动企业多方面的合作。自2008年起每年举办的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MIECF），也逐渐成为华南及泛珠地
区绿色产业的重要发展平台。 
   
       2014年全年在澳门举行的会展活动共1,055项，其中会议968项，展览87项，使用总面积共86.5万平方米。与会/入场总数达261.5万人次。 
  
3.   制造业 
      澳门制造业是以纺织制衣业为主，且以劳动密集和外向型为模式发展，大部份产品销往美国及欧洲。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发展期后，
随着环球制造业供应链的转变，以及区域内生产成本的差异，自90年代起澳门经济发展向服务业转型，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由1989年的
20.6%下降至2013年的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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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外来直接投资 
  
       2014年拥有外来直接投资的企业共2,469间，企业的总股本为186亿元，其中外资
股本为153亿元，占82.4%。 
 
        按行业划分，银行及证券业的外资股本比例最高(93.2%)，其次为批发及零售业
(89.7%)和保险业(81.6%)，博彩业的外资股本比例为68.2%。 
 
       按国家/地区划分，拥有来自香港资金的企业有1,458间，拥有中国内地及英属处女
岛资金的企业分别有660间及188间。 

     量度当年直接投资增减的流量为263亿元，较2013年下跌27.2%，主要是部份外资企
业派发红利，令留作再投资的金额减少所致。博彩业在2014年的新增外来直接投资124
亿元，按年下跌55.3%，银行及证券业(49亿元)、批发及零售业(36亿元)则分别上升
32.5%及165.4%。 

      2014年外来直接投资收益达850亿元，按年增加60亿元，增幅为7.5%。博彩企业收益再创新高至

571亿元，按年上升2.7%，占外来直接投资收益的67.2%；银行及证券业(91亿元)与批发及零售业(88

亿元)分别上升26.8%和4.6%。 
 
        至2014年底，澳门的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2,189亿元，按年增加15.5%。按行业划分，博彩

业的累计总额占整体58.5%，达1,281亿元，按年上升11.4%；银行及证券业(379亿元)、批发及零售

业(221亿元)的升幅分别为18.7%及32.8%。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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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彩业的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中来自开曼群岛的占52.7%，英属处女岛及香港各占25.3%及18.1%；银行及证券业主要为中国内地资金，占
55.8%，其次为香港，占24.2%；批发及零售业则以来自香港及中国内地的投资为主，分别占57.7%及16.0%。 
       
新增投资主要来自英属处女岛(84亿元)，按年下跌26.5%，开曼群岛(57亿元)及香港(55亿元)亦分别下跌56.9%及26.2%；来自中国内地的新增投
资则按年上升54.0%至45亿元。 
 
按国家/地区分析，来自开曼群岛(305亿元)、英属处女岛(175亿元)、中国内地(76亿元)的外来直接投资收益按年上升7.4%、20.8%及28.0%；香
港(227亿元)则按年下跌2.8%。 
 

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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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集中在银行及证券业，达212亿元，占中国内地
直接投资累计总额80.6%，其次为批发及零售业，占13.5%。按省市划分，资
金主要来自北京(248亿元)、广东省(11亿元)及上海(11亿元)，按年分别增加
24.6%、10.8%及30.9%。 

        按国家/地区划分，来自开曼群岛(724亿元)、香港
(547亿元)、英属处女岛(503亿元)及中国内地(263亿元)的
直接投资累计总额按年分别上升9.7%、14.7%、20.2%及
23.5%。 

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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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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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现有居民中，汉族居民占全区总人口的97%，葡萄牙籍及菲律宾籍居民占3%。澳门华人大部
分原籍广东珠江三角洲。 
 
       根据2016年第二季度的最新数据，总人口为652,500人，按季增加3,400人；女性占51.0%。中国
内地移民有1,271人，按季减少1,424人，而准许居留人士有339人，与2016年第1季相同。 

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PESTEL 
(Macao) 

4. 社会因素分析 
Social Analysis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人口 

语言 

       粤语（正式称呼为“广东话”、“广府话”，和香港一样，“广东话”通常是指广州话）为澳门社
会通用语，是澳门的官方用语之一。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2016年第二季度 澳门人口统计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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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因素分析 
Social Analysis 

 
 

       葡萄牙语大多是占澳门人口2%的葡裔人口使用，是澳门的官方用语之一；而普通澳门华人甚少以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官方用语之一。 

教育  
       1991年以前，澳门政府对教育一直采取“自由教育”的方式，直到1991年8月29日才正式制订了一套有关教育制度的法规，以配合本地社会的未来需求
和发展。在澳门，非高等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及小学教育预备班、中小学教育和职业学校等等。澳门教育机构可分为官立学校、资助学校和私立学校三种；而澳
门学校大部分都是私立或资助的。高等教育方面， 目前有12所高等院校，其中规模最大的澳门科技大学成立于2000年，是澳门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
成立的第一所私立大学，正在蓬勃发展。 
 
        澳门目前尚未有完全统一的教育制度。因此，学校按其需要和目标采取不同的教育制度，通常都是英式（与香港教育衔接）、葡式以及中国等三种教育制
度之中取其一。澳门政府对纳入公共教育网的学校实行15年免费教育，并对非入网学校提供资助。 
 
文化 
  
        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它的本名为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即牡蛎），因此后人把这个名称
改为较文雅的“濠镜”。澳门是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是明朝中国最早的租界，是远东最早开放的特区或租界，是远东最早的传教中心，是东西文
化双向交流最早基地。 
 
       由于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所以澳门文化是有深厚传统内涵的中华文化和以葡萄牙文化为持质的西方文化共存的并行文化，是一种以中华文化
为主、兼容葡萄牙文化的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融文化。澳门在16、17世纪后成为贸易和传教中心后，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来自欧
洲、东南亚等地的文化相互碰撞、交流、汇聚、融合，长达400年之久。澳门现存有不少中西合璧的文物古迹，具有东、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大都具有“以中
为主，中葡结合”的特色。整个澳门约有1/5的面积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数百年来，随着中国内地居民不断迁入澳门，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被带入澳门，形成了澳门华人的主体文化。 
  
        澳门曾经是宗教文化中心，既有儒、释、道等古老的中国宗教，也有后传澳门玫瑰圣母堂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在澳
门也得到了充分表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妈祖在这里都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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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PESTEL 
(Macao) 

5. 科技因素分析  
Technological Analysis 

 
 

•   工商业应用计算机的比率为51.0%，按年上升4.1
个百分点；应用计算机的员工比率为45.0%。 
 
•   应用计算机的场所或企业有82.6%已连接互联网，
按年下跌1.9个百分点。连接方式主要是固网宽带，
有84.0%。 
 

•   使用互联网的人士中有86.9%在网上搜寻信息，
而透过互联网通讯的占85.1%。网上购物人士占互联
网使用者总数12.6%，按年上升4.3个百分点；季度
网上购物金额中位数为720元，按年下跌280元。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  统計暨普查局） 



24 

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澳门特别行政区（北纬22°11'，东经113°33'）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岸，
隔海东望即是香港，北方的澳门半岛连接广东珠海，而南方则是氹仔、路环和路氹城所组成的大岛，
属海岛市，暂未有正式的名称。 
 
        澳门的总面积因为沿岸填海造地而一直扩大，已由19世纪的10.28㎞²逐步扩展至今日的32.8平方
公里（包含2009年11月29日国务院批准澳门填海造地360公顷合3.6平方公里的澳门新城区）。澳门
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两个离岛。半岛北面与中国大陆相连，南面分别由嘉乐庇大桥、友谊大桥
和西湾大桥与氹仔连接。 
 
       从内地前往澳门，可以直接搭乘飞机，澳门的机场位于氹仔，与厦门、北京、长沙、成都、重庆
等内陆城市都有直飞航班。如果从香港前往澳门，可以乘坐喷射飞航，方便快捷，船程只需55分钟。
如果从珠海前往澳门，只需乘坐汽车就可以轻松抵达。 澳门国际机场位于氹仔，离外港客运码头只需
15分钟的车程，到关闸只要20分钟的车程，距路氹边境只有5分钟的车程。 
 
        根据2016年7月最新数据显示，澳门国际机场商业班机按年增加3.4%，往来中国内地的班次下跌
8.6%，往来泰国及台湾地区的则分别上升4.6%及9.2%，而往来韩国及越南的航班更分别大幅增加
83.3%及57.7%；首7个月进出的班机按年增加6.2% 
 
       澳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同时亦带有热带气候的特性，年平均气温约22.3℃，全年温差变化在
11～14℃。台风季节为5-10月，以7-9月最为频密。 
 
      澳门在自然资源方面先天不足，因此，澳门经济对内地的依赖性很大。澳门的食用水、蔬菜、大
米、副食品等主要来自内地，其部分电力也由内地提供。加之口高度集中及处理环境污染物的能力低，
如果解决澳门在城市地区、沿海海水及工业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高度城市化等问题便是使澳门实现
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6. 环境因素分析  
    Environment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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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7. 法律因素分析  
    Legal Analysis 

 
 

司法机关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不受任何干涉。 
 
     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澳门的终审权属于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
院的组织、职权和运作由法律规定。特区继续保留原刑事起诉法庭的制度。 
 
 法律条款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基础上。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特区
的法律制度以大陆法为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通过，《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确保国家对
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实施。换言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
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基本法》
的规定为依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只要不抵触《基本法》，仍继
续生效。有关国防、外交及其它在澳门特区自治范围以外的事务的全国性法律，可由特区公布或自行
立法，在澳门施行。《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
是澳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商法典》于1999 年8 月2 日经澳门总督韦立奇签署，于8 月3 日以澳门政府第40 99M 号法令
颁布，从1999 年11 月1 日开始生效。《澳门商法典》是新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采取了商人主义
的立法模式。内容详尽，包括经营商业企业的一般规则、合营企业的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
部活动及债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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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ESTEL总结  
    Conclusion of PESTEL Analysis 

        
        
 

        对开发潜力巨大的亚洲市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商业基地，其原因在于： 
 
        1999年澳门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纲领的指引下，澳门成为拥有本身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特别行政区，可实行高度自治，中央
政府不干预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 澳门不仅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参与的国际性组织多达50余个，
而同葡语国家的联系则尤为紧密。特区成立以来，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各项建设事业加快推进，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特别是中国与葡
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角色日益凸显。 
 
       澳门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服务经济体，尽管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却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奉行简单低税制度，企业和个
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不超过12%，是区内税率最低的地方之一。澳门同时享有自由港、单独关税区地位以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等多项独特的营商优势，资金进出自由，无外汇管制，多年来一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评为全球最开放的
贸易和投资体系之一。澳门自1999年回归以来，经济稳步增长，GDP由回归前的约60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554亿美元近两年，由于
受到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澳门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由过去较高速的增长转入调整期。但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依
然平稳有序，整体失业率仅为1.9%，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 
 
        澳门奉行自由港政策和利伯维尔场经济制度，投资营商手续简便，外地与本地投资者成立企业的程序相同，亦可通过澳门贸易投资
促进局之投资者“一站式”服务协助办理各项行政手续。为此，澳门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商贸平台服务，协助
投资者开拓商机，缔造双赢。 
 
       依靠良好的地理区位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澳门正作为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着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有效把握国家
“一带一路”、“十三五”规划、自贸区、“互联网+”以及“跨境电商”等战略发展机遇，结合特区自身的发展定位， 积极进取。 
 
        完备的基础设施，多重文化的融合，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样吸引着国内外专业人才和企业赴澳投资。澳门最为积极发展的自由经
济体，仍有巨大潜力以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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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安达国际澳门所 行业分析        
         Accounting Industry Analysis of Macao 

1. 澳门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Macao) 
 
2. 利安达澳门所排名 
(Ranking of Reanda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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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门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Macao 
 

澳门会计行业条例 
       1983年7月9日，澳门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在澳门本土的所有企业须遵照统一的财务会计格式，称之为“公定会计”。“公定会计”是配合政府的税务规
定而产生的。 “公定会计”产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共同的财务会计编制系统促使没有适当会计组织的企业订出一个最低限制规则，从而尽量满足运用会计信息
使用者的需求，他们包括政府、股东、债权人、银行、企业、专业会计员、教育人员及经济员等。由于税收是澳门主要收入之一，所以各企业遵照统一标准会
计格式，利于专业核数师核准后呈交税务部门作税务评估。 
 
“公定会计”包括以下的统一格式文件模式： 
(1)资产负债表； 
(2)营业结果演算表； 
(3)资产负债附件及结果演算附件； 
(4)会计科目表； 
(5)会计科目代号； 
(6)会计科目活动与内容的注解； 
(7)企业资产的估价。 
 
 
澳门会计准则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2016号行政法规（咨询文本）《澳门会计准则》中指出：本行政法规核准的《澳门审计准则》的参照基础是2012年版《国际质量
控制、审计、审閱、其他鉴证及相关服务公告》第1册中的相应准则，但不影响第六条解释及说明的适用。2012年版《国际质量控制、审计、审阅、其他鉴证
及相关服务公告》由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制定。2012年7月，该公告由国际会
计师联合会（IFAC，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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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1. 法令第72/99/M号 十一月一日 
在澳门六月三日之《17/78/M号法令》是首部规范会计师和核数师注册法规，订立有关要件作为标准范例。 
这个法规明显不足以适合的模式保证会计师从事专业活动。现在公布一份较详尽的通则，用作管理会计师活动。为此，已考虑「会计师暨核数师注册委员会」内
现存的专业团体代表对这方面表达的立场。鉴此；经听取咨询会意见后；总督根据《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命令在澳门地区制定下列具有法律
效力之条文： 
第一条（核准） 
核准《会计师通则》，此通则为本法规的组成部份。 
 
第二条（核数师及会计师注册委员会） 
附属通则提及的「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下称CRAC，其权限、运作规则和组成将通过总督的批示加以规范。 
 
第三条（在财政司注册的会计师） 
一、凡已在财政司注册为会计师的自然人，应在本法规开始生效日计起的九十天限期内申请发给专业执照和有关专业证。 
二、在本法规开始生效日前，上款提及的专业人士如同时是公共行政工作人员，包括市政厅和自治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论其劳务联系性质，应由那日起计的九十
天限期内，申请自愿中止注册。 
三、不按时履行以上各款规定带来注册自动取消的后果。 
 
第四条（会计公司） 
一、在本法规开始生效日前已存在的会计公司和抵触本法规内容的会计公司，应在一百八十天的限期内进行常规化，否则被解散。 
 

1. 澳门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Macao 
 

      2015年11月，内地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协议》和《内地与澳门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统称《服务贸易协
议》），自2016年6月1日起实施。为认真落实《服务贸易协议》，支持和规范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港澳永久性居民（以下简称港澳会计专业人
士）担任内地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促进港澳会计专业人士在内地发展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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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本法规开始生效日起计或上一款提及的常规化日期起计的九十天限期内，会计公司应申请发给专业执照或提出自愿中止注册的申请。 
三、不按时履行以上各款规定带来注册自动取消的后果。 
 
第五条（专业团体） 
在本法规开始生效日前已存在的专业社团和抵触本法规内容的专业团体，应在一百八十天限期内进行常规化，否则被解散。 
 
第六条（会计师注册的过渡制度） 
一、在本地区不间断地于有会计架构的本地区公司或机构内从事会计活动，而活动年期在《通则》生效日时已有或多于五年，可以申请注册成为会计师。 
二、上一款提及的备取者须接受「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取录考核试。 
 
第七条（会计公司注册的过渡制度） 
一、按上一条款规定，已注册为或行将注册为会计师的专业人士，可成立会计公司和申请将会计公司注册。 
二、本条款的规定不免除事前要取得附属《通则》第三条第四款提及的「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声明。 
三、在税务法规和涉及银行及保险法例中带有从事本附属《通则》所述职务的自然人或法人的任何表述，应列作按本法规注册的会计师、专业会计员或
会计公司。 
 
第八条（开始生效） 
 
2. 《会计师通则》 
此通则分为五个章节，涵盖了有关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有关专业团体的执业要求、内容、经营范围、权利和义务、紀律責任及刑事責任风内容。 
 
 

1. 澳门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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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门成员所成果分析 
      Company Analysis of Reanda Macao 
 
1. 成员所简介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Reanda Macao) 
2. 成员所优势介绍 (Advantage of Reanda Macao) 
3. 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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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员所简介 
General Introduction 

 
  成员所名称：利安达怡富 
                        REANDA EFA 
 
  加入时间： 2010/9/15 

  人员规模： 9人 

  经营范围： 会计审计、税务咨询、商业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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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员所优势介绍  
     Advantage of Reanda Macao 
 
• 凭借澳门多文化多语言交融的背景，国际化业务发展的优势 
      依靠澳门自身西方文化共存的并行文化的优势，所内从业人员在具有专业优势的情况下，可使用多种语言。在无文化差异压力的前

提下，事务所为多间来至香港、新加坡、日本、澳洲、美国等外国企业于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提供专业服务，并协助其他澳门地区未
有办事处之其他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支持服务。 

 
• 除传统鉴证类业务外，还可为客户提供多种非鉴证类业务 

事务所于2011年拓展审计以外的非鉴证类业務，包括税务规划、公司服务、流程及业务检视等服务。其中税务作为强势板块，事务
所相关专業团队经验丰富，能为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有效之税务计划，藉此减省税务开支，保障客户利益。合伙人陈灿鸥曾为澳门
财政局评税委员超过10年。 

 
• 本地资源优势 
      事务所结合澳门经济特色，拥有众多跨国博彩业客户。且所内拥有4位注册会计师，是当地拥有最多注册会计师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 良好地理位置优势 
       凭借澳门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原因，充分发挥澳门连接珠江三角洲、葡语国家和世界华商之间的平台作用，帮助内陆企业和外来

企业之间拓展业务。尤其凭借澳门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搭建为大陆和在澳门投资的企业间搭建金融领域投资贸易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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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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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2015年 澳门所收入情况 

2014 

2015 

(HKD) 

        如图中数据所示，澳门所的年收入

由审计及鉴证业务、代理记账业务、公

司秘书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和税务服务

六个部分组成。其中，税务版块增长较

快，非上市公司审计及鉴证类业务和代

理记账业务都有所提升；但其余业务板

块收入都有所回落，尤其管理咨询类业

务明显下降，因而2015年整体营业额较

2014年呈现下降趋势，增长率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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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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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澳门所业务收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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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澳门所业务收入明细 

2015 Turnover Break-down 

A&A Others 
非上市公司审计及鉴证业务 

Book-keeping and Accountancy 
代理记账业务 

Company Secretarial 
公司秘书服务 

Management Consulting 
商务咨询服务 

Tax 
税务服务 

        如图中数据所示，澳门所非鉴证类业务的比重在所有业务板块中处于主要地位，2014年鉴证类收入占总收入的71%，2015年虽然回落了

1.4%，但其主要地位依然明显。其中，税务服务占到了较大比重，2015年较2014年也提升了8%；但商务咨询类业务下降了9%。鉴证类业务方面，

2015年相比去年占提高了1%。考虑到澳门经济的特殊性，总体上，应在保持鉴证类业务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非鉴证类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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