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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貿貿貿易投資易投資易投資易投資促進局審批促進局審批促進局審批促進局審批““““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和和和和““““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  

的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2005 年 4 月 4 日，特區政府頒布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

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

根據該制度，非本地居民可以透過作出重大投資或購買

不動產兩種途徑申請在澳門臨時居留，而獲本地僱主聘

用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也可以申請臨

時居留。  

2. 2007 年 4 月 3 日，特區政府頒布第 7/2007 號行政法規，

暫停實施透過購置不動產申請臨時居留的規定。自此以

後，按照上述法規，非本地居民僅可以透過作出“重大

投資”，或以受聘為管理人員或特別技術人員的方式申

請臨時居留，即一般俗稱的“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

移民”。  

3. 透過“重大投資移民”或“技術移民”的方式獲得臨時

居留權的制度實施至今已經超過十年，為澳門特區吸引

了一定的外來投資和專業人才。但是，臨時居留制度在

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亦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少意見和

議論，立法會議員和其他社會人士對此也十分關注。  

4. 近年，廉政公署（下稱“公署”）不斷收到與“重大投

資移民”及“技術移民”有關的舉報和投訴，主要是質

疑某些申請臨時居留個案的審批程序、標準、決定的合

法性，以及揭發因虛假投資、虛假聘用、虛假學歷、虛

假社保供款等而獲批臨時居留的不法情況。  

5. 鑒於有跡象顯示“重大投資移民”及“技術移民”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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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實施層面皆存在問題，2015 年 12 月廉政專員根據

《廉政公署組織法》的規定，批示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

局（下稱“貿促局”)  審批“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

移民”展開專案調查。  

6. 此次專案調查，重點分析貿促局審批“重大投資移民”

和“技術移民”的內部程序、審批標準和監察機制，查

找相關法律制度及部門操作方面存在的漏洞及缺失，並

提出完善制度、強化監管的建議。對於調查中發現的涉

嫌刑事犯罪的個案，公署依法及時作出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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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和和和和““““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的的的的法律規定法律規定法律規定法律規定    

1. 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

技術人員臨時居留制度》就“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

移民”的適用對象、申請程序、審批標準等方面作出了

概況性規定。第 7/2007 號行政法規對該制度作出了修

改，暫停實施透過購置不動產申請臨時居留的規定。   

2.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的規定，以作出“重大

投資”名義申請臨時居留的對象，既包括已經作出重大

投資的權利人，也包括向行政當局提交了重大投資計劃

的權利人，因此“重大投資移民”包括了作出“重大投

資”或以“重大投資計劃”申請臨時居留兩種情況。   

3.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 條的規定，下列投資計劃

或已作投資可被視為重大：  

（一）設立工業單位，但其活動的性質須對澳門特別行

政區經濟的發展及多元化有所貢獻；  

（二）設立服務性單位，尤其是提供金融服務、顧問服

務、運輸服務及為工商業提供輔助服務的單位，但須對

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利；  

（三）設立酒店業單位及其他被認為有利於旅遊業的類

似單位。  

4.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的規定，獲本地僱主聘

用、其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

於澳門特區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可

申請在澳門臨時居留，因此“技術移民”包括了“管理

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兩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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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5 條的規定，以“重大投資 /

重大投資計劃”為由或以“管理人員 /具備特別資格的技

術人員”身份申請臨時居留時，申請人的配偶、有事實

婚關係的人、未成年子女也可同時申請臨時居留。  

6.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7 條的規定，行政當局在行

使審批的自由裁量權時，須衡量各項具重要性的因素，

尤其是：  

（一）投資計劃或投資的價值及類別；  

（二）利害關係人的履歷；  

（三）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的職業範疇； 

（四）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情況、需要及安全；  

（五）臨時居留許可的申請擬惠及的家團成員的人數。  

7.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7 條的規定，如臨時居留的

申請獲批准，重大投資計劃的權利人及家團成員，可獲

有效期為 18 個月且可續期一次的臨時居留許可；已作出

重大投資的權利人、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

員及其家團成員，可獲發有效期 3 年且可續期的臨時居

留許可。  

8.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8 條的規定，申請人須確保

在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內，保持申請獲批准時被考

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如投資項目有調整又或個人

身份、工作等事宜出現變化，須於 30 天內通知貿促局。

不依時履行通知義務又無合理解釋者，可導致臨時居留

許可被取消。  

9.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9 條的規定，當申請人能保

持其最初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前提時，可以申請臨時

居留許可續期。當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在澳臨時居留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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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及居留權法律》的規定，有條件申請成為澳門永久性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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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和和和和““““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的審批情況的審批情況的審批情況的審批情況    

一一一一、、、、““““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移民移民移民移民””””的申請及獲批情況的申請及獲批情況的申請及獲批情況的申請及獲批情況    

 由於第 3/2005號行政法規僅對透過“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

計劃”申請臨時居留的審批標準作出了概況性規定，所以行

政當局依照該行政法規第 7 條的規定，對各項標準及相應的

考慮因素訂定了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審批的依據。  

根據貿促局網站上公佈的最新信息，該局在審批“重大

投資移民”申請時，會主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1. 投資計劃的類別投資計劃的類別投資計劃的類別投資計劃的類別  

列出了有利的投資計劃類別，例如工業方面的醫藥生產、

食品生產、高新科技產品生產，服務業方面的金融服務、電

子商務等；而可造成污染、低能源效益等項目被視為不利的

投資計劃類別。  

2. 計劃的落實情況計劃的落實情況計劃的落實情況計劃的落實情況  

已經落實或即將落實的投資計劃均可作為申請臨時居留

的依據。如計劃已落實，申請人應提供公司的商業登記、投

資金額及營業額等證明文件；如計劃尚未落實，則需要提交

有關計劃具可行性的證明文件。  

3. 已作出或擬作出的投資計劃已作出或擬作出的投資計劃已作出或擬作出的投資計劃已作出或擬作出的投資計劃   

申請人在澳門已作出或擬作出的投資計劃中的實際投入

資金、技術層次、註冊資本、出資金額及佔股比例，原則上

層次越高和金額越多越為有利。如投資計劃已落實，申請人

應提供已落實各項投資或出資金額、營業狀況及稅務記錄證

明文件；如計劃尚未落實，申請人則應詳述擬作出的投資計

劃、投資、出資金額及分佈，技術層次、註冊資本、出資金



7 

 

額及佔股比例等資料，各項投入應與落實有關計劃所需相

符。  

4. 對本澳勞動就業市場的貢獻對本澳勞動就業市場的貢獻對本澳勞動就業市場的貢獻對本澳勞動就業市場的貢獻   

創造越多本地就業職位越能體現對本澳勞動市場的貢

獻。如計劃已落實，主要考慮已登記的本地 /非本地員工數

目；如計劃尚未落實，則以有關計劃能創造的就業職位數目

為考慮，主要取決於對有關計劃所涉業務規模作出評估。  

5. 對本澳經濟長遠發展所能帶來的其他有利因素對本澳經濟長遠發展所能帶來的其他有利因素對本澳經濟長遠發展所能帶來的其他有利因素對本澳經濟長遠發展所能帶來的其他有利因素   

將會考慮投資計劃所開展項目的業務性質及其獨特性，是

否優於澳門同類企業，能否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以及

是否有利於本澳的長遠發展等。這一因素類別共列舉了 13

項審議標準，當中包括是否能引進先進技術、是否引入同行

競爭性等。  

6. 申請人的申請人的申請人的申請人的狀況狀況狀況狀況  

考慮申請人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工作經驗或投資經

驗、申請人持股形式、申請擬惠及的家團成員的人數等。  

7.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情況和需要情況和需要情況和需要情況和需要  

為更全面及客觀分析有關投資計劃，貿促局會考慮相關部

門意見、相關行業的競爭發展與經濟發展狀況等。如申請人

有刑事犯罪前科、不遵守本澳法律、曾依法被驅逐出境等情

節，將不利於其臨時居留許可的申請。  

根據貿促局網站上的資料，在 2008 年至 2017 年，貿促

局共收到以“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計劃”名義申請臨時居留

的個案共 574 宗，其中經審查後批准的個案有 186 宗，獲批

准臨時居留的人數為 4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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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計劃申請臨時居留重大投資計劃申請臨時居留重大投資計劃申請臨時居留重大投資計劃申請臨時居留的個案及獲批情況的個案及獲批情況的個案及獲批情況的個案及獲批情況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申請個案申請個案申請個案申請個案 20 31 36 65 84 105 80 79 24 23 574 獲批准個案獲批准個案獲批准個案獲批准個案 22 17 22 10 8 41 45 7 4 10 186 獲批准人數獲批准人數獲批准人數獲批准人數 63 34 41 18 18 83 104 14 11 24 410 註：獲批准個案及人數包括當年及之前提出的申請 

從上面的統計表可以看出，“重大投資移民”申請個案

由 2008 年至 2010 年每年只有約 20 至 30 宗，但是從 2011

年起逐年增加， 2013 年達到 105 宗。雖然 2014 年申請個案

減少為 80 宗，但是獲批准個案達到最高峰的 45 宗，獲批准

人數達到 104 人。  

雖然 2015 年的申請個案維持在 79 宗，但是獲批准的個

案大幅降低至 7 宗，獲批准的人數為 14 人；往後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數據亦保持回落的態勢。  

二二二二、、、、““““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的申請及獲批情況的申請及獲批情況的申請及獲批情況的申請及獲批情況    

同樣，由於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僅對以“管理人員 /具備

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身份申請臨時居留的審批標準作出

了概況性規定，所以行政當局亦對有關標準訂定了實施細

則。根據貿促局網站的最新信息，該局在審批“技術移民”

申請時，會主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人的學歷人的學歷人的學歷人的學歷  

原則上應具備大學或以上學歷，申請人提供的學歷須獲簽

發機構所屬國家 /地區認可，主要考量其所具備的學歷資格是

否特別有利於澳門，例如申請人是否澳門所缺乏的專才。  

2. 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申請人所持有的專業資格、著作及獎項是否為國際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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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可，有關專業資格是否與工作相關等。原則上申請人所

持有的專業資格、著作及獎項越多，對申請的審批越有利。  

3.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  

申請人是否具備相當於其學歷程度或專業水平的工作或

管理經驗。   

4. 工作職位工作職位工作職位工作職位   

申請人所擔任的工作是否屬於對澳門特別有利的專業或

管理職位，所任職公司的業務性質及規模是否對澳門特別有

利。在分析過程中，會特別考慮申請人所具備的條件是否優

於本澳就業市場的本地求職者，以及該行業是否缺乏相關人

才。  

5. 基本薪酬基本薪酬基本薪酬基本薪酬  

原則上申請人的薪酬不應低於有關行業的薪酬中位數 /平

均數（參考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統計數據）。  

6.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情況和需要情況和需要情況和需要情況和需要  

如申請人有刑事犯罪前科、不遵守本澳法律、曾依法被驅

逐出境等情節，將不利於其臨時居留許可的申請。  

根據貿促局網站上的資料，自 2008 年至 2017 年，貿促局

共收到以“管理人員 /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身份申請

臨時居留的個案 5,039 宗，獲批准個案共 3,296 宗，獲批准

臨時居留的人數為 5,3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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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管理人員管理人員管理人員/具具具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申請臨時居留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申請臨時居留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申請臨時居留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申請臨時居留的個案及獲批情況的個案及獲批情況的個案及獲批情況的個案及獲批情況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申請個案申請個案申請個案申請個案 596 753 542 490 540 587 436 482 305 308 5,039 獲批准個案獲批准個案獲批准個案獲批准個案 618 549 538 412 240 251 277 81 99 231 3,296 獲批准人數獲批准人數獲批准人數獲批准人數 938 836 847 643 382 453 506 150 209 412 5,376 註：獲批准個案及人數包括當年及之前提出的申請 

由上述的統計表可見，2008 年至 2015 年“技術移民”的

申請數目都維持在 500 至 700 宗的範圍，其中 2009 年更是

達到 753 宗，但是 2016 年及 2017 年的申請減少為每年 300

多宗。獲批准個案的數目從 2008年至 2011 年每年都超過 400

宗，獲批准比率皆超過 70%；2012 年至 2014 年獲批准的個

案每年減少為 250 宗左右，但是獲批准比率仍然接近或超過

50%。  

雖然 2015 年申請個案仍然有 482 宗，但是獲批准的個案

下降至 81 宗；2016 年申請個案減少為 305 宗，獲批准的個

案為 99 宗； 2017 年申請個案為 308 宗，但是獲批准的個案

卻增加至 231 宗。 2015 年及 2016 年“技術移民”申請的獲

批准比率降低到 17%及 32%，但是 2017 年又回升至 75%。  

三三三三、、、、““““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及及及及““““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審批審批審批審批標準標準標準標準的的的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根據貿促局向公署提供的資料，從 2010 年 2 月開始，貿

促局對“重大投資移民”的審批準則作優化研究；從 2012

年 8 月開始，貿促局試行“重大投資審批分析表”，以計分

制形式分析有關申請是否屬於重大投資；2013 年 4 月 24 日，

貿促局正式落實執行有關的審批分析表。從 2015 年 11 月 17

日起，貿促局將“重大投資移民”的最低投資金額參考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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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150 萬元提升至 1,300 萬元。  

另一方面，從 2014 年 7 月開始，貿促局試行“管理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審批分析表”，以計分方式對“技術移民”的

申請作出審批。 2015 年 3 月 17 日，貿促局正式落實執行有

關的審批分析表，而有關標準曾於 2016 年 9 月 15 日作出部

分調整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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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審批審批審批審批中存在的中存在的中存在的中存在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公署經調查發現，貿促局在審批“重大投資移民”申請

的過程中，對投資項目涉及的金額及落實情況欠缺嚴謹的審

批及查核機制，不僅容易導致透過虛假投資而獲取臨時居留

權，也在某種程度上使“重大投資移民”政策偏離了吸引重

大外來投資，以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和產業多元化的立法原

意。現就調查中發現的主要問題闡述如下：  

一一一一、、、、部分部分部分部分““““重大重大重大重大投資移民投資移民投資移民投資移民””””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投資投資投資投資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過低過低過低過低    

1. 顧名思義，“重大投資移民”的申請人必須在作出“重

大投資”後方可獲得臨時居留的許可，其中或者投資的

領域比較重要，或者投資的金額比較龐大，二者居其一

方可稱為“重大投資”。事實上，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

第 2 條對哪些領域可被視為“重大”作出了規定。  

2.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2 條，以下三類投資項目可

被視為重大投資：對澳門經濟的發展及多元化有所貢獻

的工業項目；對澳門有利的金融、顧問、運輸等服務性

項目；酒店業及其他被認為有利於旅遊業的類似項目。  

3. 根據上述規定，可被視為重大投資的項目涵蓋了工業、

服務業及旅遊業三大領域，而該等項目是否“對澳門經

濟的發展及多元化有所貢獻”及是否“對澳門有利”，

由於行政當局沒有細化的衡量指標，因此公署難以對某

個項目所涉及的投資領域是否符合上述“有所貢獻”或

“有利”的標準作出評判。  

4. 另一方面，雖然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並未對“重大投資

移民”的最低投資金額作出明確規範，但根據貿促局的

內部指引，在 2015 年之前的最低投資金額一直參照“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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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不動產移民”的金額，即澳門幣 150 萬元。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起，貿促局將最低投資金額參考值提升至澳門

幣 1,300 萬元。  

5. 根據貿促局的資料，從 2008 年至 2017 年，“重大投資

移民”首次獲批臨時居留許可的個案共有 186 宗，根據

申請人申請時報稱的投資金額統計如下：  

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投資計劃首次首次首次首次申請獲批申請獲批申請獲批申請獲批個案統計個案統計個案統計個案統計 申請人報稱的投資申請人報稱的投資申請人報稱的投資申請人報稱的投資額額額額(MOP) 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投資計劃 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 宗宗宗宗數數數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3,000,00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14 42 56 30.11% 

8,000,000 至至至至 13,000,000 17 18 35 18.82% 

5,000,000 至至至至 8,000,000 10 15 25 13.43% 

1,500,000 至至至至 5,000,000 16 25 41 22.03% 

1,000,000 至至至至 1,500,000 4 10 14 7.53% 

500,000 至至至至 1,000,000 0 10 10 5.38% 

250,000 至至至至 500,000 1 1 2 1.08% 

100,000 至至至至 250,000 0 2 2 1.08% 資料不詳資料不詳資料不詳資料不詳 1 0 1 0.5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3 123 186 100% 

6. 由上述統計表可以看出，透過“重大投資移民”申請臨

時居留許可並獲批准的個案中，有 28 宗申請人報稱的投

資金額低於澳門幣 150 萬元，占總數的 15.07%。這些個

案的投資金額，大部分明顯低於貿促局內部指引所訂定

的澳門幣 150 萬元的最低投資金額參考值。  

7. 當中 5 個投資額最低個案的數據如下：某從事表演製作

公司的投資金額為澳門幣 142,376 元；入股某洗衣股份有

限公司的投資金額為澳門幣 379,686 元；某從事投資、廣

告及食品、煙草採購公司的投資金額為澳門幣 496,000

元；某經營兌換業務公司的投資金額為澳門幣 639,724

元；入股某旅行社的投資金額為澳門幣 727,4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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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從上述的個案可以看出，有關申請人報稱的投資額遠低

於貿促局內部指引所訂定的澳門幣 150 萬元的最低投資

金額參考值，投資金額並非龐大；相關投資涉及表演製

作、商品採購、洗衣、兌換、旅行社等傳統項目，並非

高科技或文化創意等特區政府銳意拓展的領域。  

9. 另外，由於單個投資項目可以作為不同投資者申請臨時

居留的依據，所以在 2008 年至 2017 年雖然有 186 宗“重

大投資移民”的申請個案，但實際所涉及的投資項目僅

有 131 個。根據貿促局的資料，以單個投資項目為依據

先後提出 4 次臨時居留申請的個案共有 6 宗，所涉及的

領域包括酒店投資、建築工程、數碼產品銷售及餐飲等。 

10. 例如，某一從事不鏽鋼及建築材料零售及批發業務的投

資貿易公司的投資總額為澳門幣 600 萬元，先後有 4 名

申請人以該項目為依據申請臨時居留，平均每個申請人

的投資額為澳門幣 150 萬元。此外，由於“重大投資移

民”的審批可惠及家屬，因此除 4 名申請人之外，尚有

18 名家團成員獲批臨時居留。  

11. 雖然現行法律沒有明文規定“重大投資移民”的最低投

資額，而且投資所產生的社會及經濟效益不能單純以金

額的高低來衡量，但是當獲批臨時居留的投資項目金額

過低，以至普通的外來投資者甚至本地投資者也可輕易

負擔，難免會失去以臨時居留作為手段吸引重大外來投

資的意義。  

12. 公署認為，在 2015 年 11 月將最低投資金額參考值提升

至澳門幣 1,300 萬元之前，獲批“重大投資移民”項目的

投資金額普遍偏低，而涉及的投資領域多數是餐飲、旅

遊、貿易、建築等傳統行業，相關投資項目未能充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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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投資的“重大”之處，難以達到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及

產業多元化的立法原意。  

二二二二、、、、部分部分部分部分““““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重大投資移民””””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過於側重不動產投資過於側重不動產投資過於側重不動產投資過於側重不動產投資    

1. 貿促局在審批“重大投資移民”的申請時，投資金額的計

算包括購買或租賃物業的投資以及營運場所裝修等費

用。由於項目的投資金額普遍偏低，而且澳門不動產售價

和租金相對較高，因此在“重大投資移民”項目的投資金

額中，與不動產相關的資金通常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  

2. 此外，根據貿促局的資料，在 2008 年至 2017 年的 186 宗

“重大投資移民”首次獲批臨時居留個案中，有 11 間公

司的經營業務中都包含“房地產投資及物業開發”或類

似的項目，甚至還有一宗個案，相關公司所申報的經營業

務僅為“物業投資”。  

3. 公署調查發現，有人在首次申請時先遞交一份所謂的“投

資計劃”並獲批准臨時居留，然後在續期時為營造落實投

資計劃的假象，提交以公司名義購置的不動產物業登記證

明，利用貿促局在審批時注重不動產投資的做法，以虛假

的投資項目騙取臨時居留許可。  

4. 例如，某人向貿促局遞交成立建築工程公司的“重大投資

計劃”，擬投入的金額為澳門幣 2,842,290 元。經審核之

後，該人及 3 名家團成員獲批臨時居留。在申請臨時居留

的續期時，該人遞交了以建築公司名義購買的兩個寫字樓

單位的物業登記資料，作為落實投資計劃的證明。  

5. 然而，貿促局在沒有實地查核建築公司是否在上述寫字樓

單位辦公，也沒有進一步審查與公司運營有關的其他文件

是否屬實的情況下，便批准了臨時居留的續期申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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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署調查發現，上述兩個寫字樓單位由購入起自始至終

都是用於出租，並非如申請人所述是公司的辦公地點。   

6. 又例如兩名屬姊妹關係的申請人，分別遞交了成立電子產

品進出口貿易公司的“重大投資計劃”，計劃投資的金額

分別為澳門幣 2,920,500 元及 2,623,500 元。經審核之後，

兩名申請人及 3 名家團成員獲批臨時居留。在申請臨時居

留的續期時，兩人分別遞交了購置不動產的物業登記資

料，作為落實相關投資計劃的證明文件。  

7. 資料顯示，該兩名女子各自購買了一個寫字樓單位和一個

住宅單位，並在申請臨時居留續期時向貿促局聲稱寫字樓

單位是公司的辦公地點，住宅單位是公司貨倉。但是經公

署調查發現，相關單位是連租約購買，而且自購入起一直

用作出租，從來沒有用作公司的辦公地點或貨倉。  

8. 雖然在審查“重大投資移民”項目的投資金額時，貿促局

內部曾參照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內關於購買不動產申請

臨時居留的條件，即購買不少於澳門幣 100 萬元的不動產

及擁有不低於澳門幣 50 萬元定期存款作為審批標準，但

“重大投資移民”及“購買不動產移民”屬兩種截然不

同的制度。  

9. 考慮到澳門不動產市場的變化及未來的人口政策，特區政

府於 2007 年 4 月 3 日頒布第 7/2007 號行政法規，暫停實

施透過購置不動產申請臨時居留的規定。根據貿促局的資

料，2006 年“重大投資移民”的申請有 12 宗，但 2007 年

便上升至 35 宗，而且之後大致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  

10. 雖然難以判斷“重大投資移民”申請數量的增加，是否與

停止購置不動產移民的政策有直接關聯，但是從以上個案

可以看出，不排除有人並非真心實意投資澳門，而是將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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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不動產包裝成重大投資項目，“假投資、真置業”，最

終目的是取得澳門的居留權。  

11. 此外，公署在調查中亦發現，有房地產中介人將“重大投

資移民”及其衍生的業務串聯成一盤生意：首先，由中介

公司負責人註冊成立公司，然後將股權轉讓予申請人，並

協助申請人以此為據向貿促局申請投資移民，同時還為申

請人提供稅務申報、員工招聘、物業買賣及租賃等“一條

龍”服務。  

12. 公署認為，貿促局在審批“重大投資移民”的申請時，必

須對投資項目嚴格把關，不能僅因申請人購置了不動產便

視為重大投資，否則“重大投資移民”變相成為購買不動

產移民，不僅偏離吸引重大外來投資的立法原意，而且與

特區政府調控樓市的政策背道而馳。  

三三三三、、、、欠缺欠缺欠缺欠缺嚴謹的審批及查核機制嚴謹的審批及查核機制嚴謹的審批及查核機制嚴謹的審批及查核機制    

1. 根據貿促局的要求，“重大投資移民”的申請人需提供

公司的商業登記、營業准照、財務報表、繳稅證明等文

件，以及已投資的金額、公司的營業額等證明。對於申

請人所提交的文件，貿促局一般只作形式上的審查，沒

有認真考究文件的真偽及求證事實的真相。  

2. 例如，為證明投資計劃已經落實，某申請人向貿促局提

交了名下公司 2009 年至 2014 年的“財務報表”。公署

調查發現，如果將該公司“財務報表”與向財政局遞交

的稅務申報表及社會保障基金的供款記錄進行簡單比

對，已很容易發現當中存在虛構收入及成本支出、虛報

未分配利潤及僱員薪金支出等矛盾之處。  

3. 又例如，某人為證明名下公司處於營運的狀態，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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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期時向貿促局提交了該公司向另外兩間公司的供貨訂

單和相關合同。公署調查發現，兩份合同的訂購及交貨

日期相差超過半年，但有關單據的訂購號碼及文件編號

竟然相同，而且都出現了合同雙方在錯誤位置簽署的情

況，明顯存在虛構營運和偽造文件的跡象。  

4. 經了解，貿促局主要透過查閱商業登記、公司帳目、社

保基金供款紀錄等資料審視申請人的投資計劃是否落

實，而不會派員到申請人公司報稱的營運地點進行核

實，亦沒有恆常的巡查機制。這無疑為虛報投資甚至透

過開設“空殼公司”騙取臨時居留打開了方便之門。  

5. 公署在調查中發現，有申請人涉嫌以虛假的資料申報職

業稅及繳納社保基金供款，以此營造公司有聘請員工及

運作的假象。例如上文提到的兩名有姊妹關係女子開設

的兩間電子產品進出口貿易公司，雖然向貿促局遞交了

19 名員工的職業稅及社保供款等文件，但實際上根本沒

有聘請任何員工。  

6. 又例如，某人曾透過自己持股的貿易公司，為自己申請

外地僱員身份並獲批准；之後又設立了一間經營酒類出

入口及零售貿易的公司，以此申請“重大投資移民”並

獲批准。但是，該人實際上在賭場從事“沓碼”，所申

報聘用的 23 名本地僱員中，有 19 人並未於該貿易公司

任職。  

7. 在調查中，公署亦發現存在申請人報稱的公司實際沒有

運營或停止運營、報稱的公司地址丟空多時或挪作他

用、報稱的公司電話無人接聽或停止服務、網上無法查

到報稱公司的任何信息等情況。如果貿促局透過核實或

巡查，應該不難發現公司是否真正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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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外，亦發現有申請人的實際投資項目與申報的投資計

劃“風馬牛不相及”。例如上文提到的從事不鏽鋼及建

築材料零售及批發業務的貿易公司，由於並未在澳門經

營鋼材生意，為達到投資計劃承諾的投資金額，在臨時

居留續期前以澳門幣 600 萬元購入了一間桑拿浴室作為

投資項目的落實，並因此獲貿促局批准續期。  

9. 對於以上的種種現象，貿促局曾表示該局僅是一個行政

部門，並沒有稽查和執法的權限，難以進行全面查證。

然而，公署認為，作為負責審查“重大投資移民”申請

及建議批准的部門，貿促局有責任核實申請文件的真偽

及對項目的落實進行巡查，因為這是申請應否獲批的前

提，也是公共部門必須擔當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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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審批中存在的問題審批中存在的問題審批中存在的問題審批中存在的問題    

公署調查發現，貿促局在審批“技術移民”申請個案的

過程中，存在審批標準欠缺嚴謹、申請人長期不在澳門等問

題，而且出現透過虛假聘用取得臨時居留許可的情況。現就

調查中發現的相關問題闡述如下：  

一一一一、、、、““““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技術移民””””的審批標準欠缺嚴謹的審批標準欠缺嚴謹的審批標準欠缺嚴謹的審批標準欠缺嚴謹    

1. 根據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第 1 條的規定，“技術移民”

包含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這兩類人員，

有關申請獲批的前提條件是所具備的學歷、專業資格及

經驗被視為特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即是說，獲批

“技術移民”應為對澳門有利的“專才”。  

2. 按照貿促局公佈的分析要素，在審批“技術移民”的申

請時，會以申請人的學歷資格是否屬澳門缺乏的專才、

申請人所擔任的工作是否屬對澳門特別有利的專業或管

理職位，以及申請人所持有的專業資格和所具備的工作

經驗等因素作為考慮的基礎。  

3. 雖然貿促局在審批“技術移民”申請時，會利用比較詳

細的審批分析表，透過計分的方式對申請作出評核，但

是，經公署調查後，仍然發現存在申請人欠缺專業學歷、

專業背景與工作職位不符，又或從事的職業非屬管理或

專業技術性質等情況。  

4. 在審批的“技術移民”個案中，有一定數量的申請人是

以在澳門設立的離岸公司的董事、總經理、財務總監等

身份提出申請。公署在調查中發現，有的申請人在公司

擔任的職務存疑，有的申請人雖然欠缺高等教育學歷，

貿促局僅憑其聲稱的過往工作經驗，便認定申請人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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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利於澳門發展的專才而批准其臨時居留的申請。  

5. 例如，某人曾以入股一間從事成衣生產及銷售的離岸公

司的方式，向貿促局提出“重大投資移民”的申請，但

因項目不屬於重大投資而不獲批准。兩年之後，該申請

人又以在同一間離岸公司擔任總經理的名義提出“技術

移民”申請而獲批准。但是，商業登記資料顯示離岸公

司的總經理另有其人，該名申請人只是擔任公司董事。  

6. 又例如，某人以經營塑膠產品的離岸公司總經理的身份

申請“技術移民”，但是僅擁有廣東省某中學的畢業文

憑；另有一名經營積層板的離岸公司的總經理，聲稱在

香港中學畢業但文憑已遺失；還有一名經營銅箔的離岸

公司的董事，其申請“技術移民”的檔案中並無任何學

歷證明文件。  

7. 貿促局在審批時，一般會要求申請人提交工作經驗聲明

及證明文件。但公署在調查中發現，有個案的申請人只

列舉自己過往的工作經驗，但並未提交任何證明文件，

然而貿促局在未加核實的情況下，便在意見書中直接引

用申請人自稱的工作經驗及年資，並以此作為建議批准

“技術移民”申請的依據。  

8. 另外，公署在調查中亦發現有申請人的專業背景與工作

職位不符。例如有申請人以擔任某醫療中心副院長的名

義獲批“技術移民”，由於該醫療中心被衛生局中止醫

療執照，因此入職不足一個月便離職，然後轉至一間建

築公司擔任安全部經理的職務，報稱月薪澳門幣 5 萬元。 

9. 雖然申請人聲稱其工作是“負責公司全體員工的衛生醫

療保健管理及定期組織員工醫療講座”，但該建築公司

僅有十多名員工，其醫務管理的專業背景明顯與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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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的工作性質相去甚遠。此外，申請人未將工作職位

變化依法通知貿促局，且 3 年期間每年最多留澳 14 天，

但在申請臨時居留續期時仍獲貿促局批准。  

10. 又例如貿促局曾批准一名菲律賓籍人士在某律師事務所

擔任保安主任的“技術移民”申請，但申請人並無從事

安保管理的工作經驗，所遞交的學歷也僅是“水手培訓

課程”及“實用電力”證書，經調查發現其所從事的工

作實際上是該事務所某位律師的私人保鏢。  

11. 貿促局在上述申請的意見書中指出，雖然申請人的職業

並不屬於管理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但考慮到公民的私

有財產以及人身安全依法受法律保護，結合申請人的個

人品行及所遞交的推薦函，建議按照保安主任的職務批

准其臨時居留的申請。  

12. 公署認為，既然申請人從事的職業不屬於“專才”範

圍，就不應該批准其“技術移民”的申請，這裡並無自

由裁量權的行使空間，否則將會模糊管理人員及專業技

術人員與外地僱員兩者之間的界線，背離透過“技術移

民”為澳門吸引專業管理及技術人才的初衷。  

二、、、、““““技術移技術移技術移技術移民民民民””””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長期不在澳門長期不在澳門長期不在澳門長期不在澳門    

1. 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並未對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臨

時居留時的留澳時間作出規範，貿促局也未以有關人員

留澳時間的長短，作為是否批准臨時居留續期的依據。

公署在調查中發現，有一定數量的申請人在“技術移

民”申請獲批之後，長期不在澳門。  

2. 公署曾分析 600 多個“技術移民”申請人的出入境資

料，發現當中逾 100 人在首次獲批後長期不在澳門，或

每年留澳時間極短。經深入調查發現，當中存在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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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工作與獲批職位不符、從事的工作與澳門無關等情

況，理應引起審批部門的注意。  

3. 例如某人以經營肉類蔬果及糧油雜貨的貿易公司副總經

理及財務總監的身份獲批“技術移民”，但在 2010 年至

2014 年在澳期間只有 37 天，而 2015 年更是全年不在澳

門。經調查，該人長期身處內地，其所從事的工作也僅

是向貿易公司東主提供投標訊息及顧問意見。  

4. 另外，某人以旅行社財務總監的身份獲批“技術移

民”，雖然其聘用合同列明工作地點在澳門，並有固定

的上下班時間，但在 2013 年至 2016 年每年最多留澳 37

天。經調查，該人實際上並非負責財務工作，而是在內

地為旅行社招攬旅遊團客。  

5. 又例如，本澳一間房地產開發公司聘請的石油工程師獲

批“技術移民”，但長期在印尼分公司工作， 2013 年至

2015 年留澳總日數只有 7 天；一間從事石油煤炭業務的

能源公司聘請某人擔任蒙古煤炭項目經理，在獲批“技

術移民”的臨時居留許可後，該人於 2008 年至 2013 年

平均每年在澳時間僅有 8 天。  

6. 貿促局內部法律意見認為，現行法律推定澳門居民身份

證持有人在澳門通常居住，且投資居留法並沒有將申請

人留澳期間作為“技術移民”申請的審批要件，因此在

處理臨時居留的續期申請時，不會審查申請人是否在澳

居留及居留時間的長短。  

7. 雖然透過“技術移民”吸引享有盛譽的高端人才，例如

著名的科學家或藝術家前來澳門，難以限定其具體的留

澳時間。但是除此之外，“技術移民”申請人在取得臨

時居留許可之後長期不在澳門，有違吸引專業管理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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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員促進澳門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立法原意。  

8. 公署認為，“技術移民”的申請人只有身在澳門，服務

於澳門的企業和機構，方能體現“技術移民”政策吸引

特別有利於澳門的專才的意義。如果申請人能夠身處外

地為澳門企業工作，則普通的工作聘用已經可以達到目

標，無必要透過“技術移民”的渠道申請澳門的臨時居

留。  

三三三三、、、、透過虛假聘用取得臨時居留透過虛假聘用取得臨時居留透過虛假聘用取得臨時居留透過虛假聘用取得臨時居留    

1. 公署在調查中發現，有“技術移民”個案的申請人涉嫌

透過虛假的聘用關係騙取臨時居留許可。例如某人曾在

澳門修讀設計課程，以一間經營手提電話及電子產品零

售商號的“業務拓展經理”的身份申請“技術移民”並

獲批准，在臨時居留續期時又報稱為該商號的“行政總

監”。  

2. 根據聘用合同，該申請人的月薪為澳門幣 5 萬元。但是，

根據申請“技術移民”時遞交的文件，其任職的商號前

一年的稅後利潤總額僅為澳門幣 52 萬元。經公署調查，

發現該申請人長年不在澳門，該商號的員工從未見過或

不知道有該名“行政總監”的存在，該商號的東主亦未

能提供其薪金的支付證明，有關的聘用疑點重重。  

3. 又例如，某人以一間報館總經理兼副總編輯的身份獲批

“技術移民”，聲稱月薪酬為澳門幣 4 萬元。然而，該

報館的報紙僅為不確定期發行的週報，每份定價約為澳

門幣 2 元，每年的發行量約 4,000 至 5,000 份。經調查發

現，該報館的老闆及社長的年薪僅為 6 萬元，但是申請

人的年薪卻高達 48 萬元。   

4. 按照申請人與報館簽署的聘用合同，其工作地點位於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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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北區某大廈的地舖，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但經

公署查閱該名申請人自 2013 至 2017 年的出入境紀錄，

發現其每年在澳的時間最多僅有 10 天，種種跡象顯示有

關的聘用關係並不存在。  

5. 貿促局在審批“技術移民”的申請或續期時，如果稍作

留意就應該不難發現上述個案存在虛假聘用的疑點。公

署認為，貿促局需要對“技術移民”申請中可能出現的

違法行為保持高度警覺，對於有懷疑的個案應及時作出

跟進，必要時可求助於具刑事偵查權限的部門，調查是

否存在“偽專才”、“假聘用”的情況，確保“技術移

民”法律制度不會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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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部部部部分分分分：：：：意見意見意見意見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及建議    

特區政府的“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政策，對

於澳門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公署就貿促局審批

“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進行專案調查，目的是審

視行政程序及部門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以促進相關制度的完

善。總結此次的調查，公署認為以下三點值得相關部門注意： 

 一、、、、及時及時及時及時修法堵塞制度層面的漏洞修法堵塞制度層面的漏洞修法堵塞制度層面的漏洞修法堵塞制度層面的漏洞    

1. 澳門的“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政策，對於外

來的投資者和專業人士，具有相當的吸引力。貿促局作

為政策的執行部門，在行使審批的建議權限時必須嚴格

把關，避免不符合資格或別有用心的人士“渾水摸

魚”，利用這一渠道非法獲取澳門的臨時居留權。  

2. 報告前文列舉的案例，皆為“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

移民”首次申請已獲批准，雖然其中有的個案續期申請

不獲批准，原因除貿促局的內部審查之外，尚包括該局

就虛假個案收到舉報或其他政府部門的通報，還是可以

看出當中存在審批標準和程序不夠嚴謹的問題。  

3. 公署在調查中留意到，近年特區政府的“重大投資移

民”和“技術移民”政策日趨嚴謹、審批更加嚴格，貿

促局也加強了對有疑問個案的分析和調查，說明相關部

門已經意識到投資居留法在實施過程中存在某些問題，

並且想方設法逐步加以解決。  

4. 但是，僅靠收緊政策和強化審批，無法從根本上堵塞制

度層面的漏洞。“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的法

律制度實施至今已超過 10 年，特區政府應全面檢視制度

的構思及落實情況，對於法規中存在的問題或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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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儘早作出修改和完善。  

二二二二、、、、     程序透明程序透明程序透明程序透明減少減少減少減少不不不不規則規則規則規則情況情況情況情況的發生的發生的發生的發生    

1. “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作為特區政府吸引外

來投資和人才的重要舉措，貿促局在對外做好宣傳推介

的同時，也應該在澳門進行必要的公開介紹，使市民對

相關法律規定、申請程序及審批標準有所了解，對政策

的落實情況及社會效益有所認識。  

2. 公署在調查中發現，公眾對“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

移民”缺乏了解，多年來貿促局也很少主動在澳門進行

宣傳，導致大多數臨時居留的申請須透過相關中介機構

提出，這不僅影響了政策的落實效果，而且當中容易滋

生不規則甚至違法的行為。  

3. 貿促局在審批“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申請時

應該嚴格把關，但這不代表可以將政策和相關的資訊

“收收埋埋”，否則難以實現吸引外來資金及人才的目

標。只有最大限度確保申請程序和審批結果的公開透

明，才能防止審批過程中出現不規則甚至違法情況。  

三三三三、、、、優化優化優化優化制度吸引人才來澳發展制度吸引人才來澳發展制度吸引人才來澳發展制度吸引人才來澳發展    

1. 透過“重大投資移民”，可以吸引資金投入對澳門發展

有利的行業，推動產業適度多元發展。但是，如果沒有

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產業多元化便無從談起。透過“技

術移民”吸引外來專才，同時加強本地人才的培養和鍛

煉，對澳門的產業適度多元化便顯得更加重要。  

2. 公署認為，不能因為現在“技術移民”審批中存在一些

問題，便質疑制度的成效甚至否定制度的意義，因噎廢

食或是“斬腳趾避沙蟲”；澳門的發展不能排斥引入外



28 

 

地專才，在人才政策方面抱著故步自封或是“塘水滾塘

魚”的態度，無異於主動放棄自身的競爭力。  

3. 澳門的發展既需要本地人才也需要外地專才，兩者可以

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目前周邊地區正在上演“搶人大

戰”，為吸引人才可謂是各出奇謀。澳門在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同時，也需要面對外界的人才競爭，

如何利用並優化現有的“技術移民”政策，使引入外地

專才與培養本地人才產生協同效應，關係到澳門未來的

發展。  

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因應是次因應是次因應是次因應是次關於關於關於關於貿促局貿促局貿促局貿促局審批審批審批審批““““重大重大重大重大投資移民投資移民投資移民投資移民””””

及及及及““““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移民移民移民移民””””的調查的調查的調查的調查，，，，公署公署公署公署有有有有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的的的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貿促局應完善“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申請的

審批程序；  

2. 貿促局應建立“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個案的

查核機制；  

3. 貿促局應做好“重大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政策的

宣傳工作，公佈審批的標準及結果；  

4. 特區政府應適時修訂第 3/2005 號行政法規，完善“重大

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的法律制度。  

謹將本報告呈交謹將本報告呈交謹將本報告呈交謹將本報告呈交    行政長官閣下行政長官閣下行政長官閣下行政長官閣下參閱參閱參閱參閱。。。。    

2018 年 6 月 22 日於廉政公署。 

 

 



29 

 

                                  廉政專員 

 

                                  ───────── 

                                  張永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