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電子化
業界座談會



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電子化業界座談會流程：

時間 主題

15:00 台下所有來賓大合照

15:05 座談會開始

15:05
市政署代表講解“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電子化服務”及

“前置式”臨時牌照制度

15:25 答問環節

16:00 座談會結束



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2.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3.“前置式”臨時牌照制度及申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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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自2018年起，市政署透過“牌照網上續期服
務”及“牌照續期網上繳費及自助領證服務”
的相結合，讓市民體驗到“只走一次”的
服務；

 換言之，申請人透過網上進行申請、經審批
並繳費後，只須外出一次到設於各區的資訊
服務亭內自助列印牌照或親臨服務中心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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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本年10月，市政署將推出“牌照電子化服
務”，再優化“只走一次”服務，實現了全
程“不須走”的電子化牌照續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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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登入︰飲食及飲料場所一站式發牌服務專題網頁

網上服務

電子准照下載及續期

http://wwwdev.iacm.gov.mo/onestop/c/mai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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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網上牌照續期

 輸入一戶通帳戶資料



8

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選取可續期場所進行續期申請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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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上載商業式垃圾收集證明

下一步

商業式垃圾收集證明

上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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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申請獲審批後，持牌人及代領人將收到繳費及
領牌通知短訊。

由市政署︰
茲通知場所

XX美食之牌照已
備妥，請於繳交
續期費用後領取
牌照。

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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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繳交續期費用

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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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進入儲金局之收費平台後，選取繳費的方式，例如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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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輸入信用卡資料及進行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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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下載電子牌照

下載電子准照



 牌照電子化後，牌照樣式基本不變，將取消
使用防偽紙張，並透過於牌照增加二維碼作
防偽識別及查閱最新場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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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列印於防偽紙 新增二維碼

二維碼



 第三方只需透過
掃瞄二維碼，便
可連結到本署網
頁，驗證牌照資
料是否真確；

16

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牌照查詢



 同時，市民仍可選擇親臨各服務中心或透過資
訊服務亭領取紙本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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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推出前

申請方式 登入方式 繳費方式 領牌方式 全程電子化

1.親臨
2.網上

1.市政署帳號
1.親臨
2.網上

1.親臨
2.資訊服務亭

✘

 牌照續期服務於電子牌照推出前後的變化

1.飲食及飲料場所牌照網上續期

推出後

申請方式 登入方式 繳費方式 領牌方式 全程電子化

1.親臨
2.網上

1.市政署帳號
2.一戶通帳號

1.親臨
2.網上

1.親臨
2.資訊服務亭
3.網上下載





 申請其他服務的市民，亦可透過領取電子牌
照，減省外出領牌的步驟，並讓領牌方式不
再局限於本署辦公時間及資訊服務亭設置地
點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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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飲食及飲料場所網上牌照續期



 市政署持續檢視及優化飲食及飲料場所一站式
發牌的各項工作，無論在申請前、申請期間或
經營期間，均提供了一系列的電子服務，務求
為市民及業界提供更優質及便捷的服務。

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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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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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項目/服務 簡介

2015 • “申請進度查詢”
• “查詢持有牌照的飲

食/飲料場所資料”

讓申請人於網上自行查詢申
請進度；市民亦可查詢持牌
食肆的資料。



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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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項目/服務 簡介

2016 “網上申報價目表” 為滿足法律規定的申報義務，市
政署於該年10月推出“網上申報
價目表”服務。



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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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項目/服務 簡介

2017 “網上牌照續期” 市政署於該年10月推出 “網上
牌照續期”服務，持牌人除可
親臨服務中心辦理外，亦可透
過“一站式發牌服務專題網頁”

網上辦理續牌。



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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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項目/服務 簡介

2018 “牌照續期網上繳費及
自助領證服務” 

當收到領牌通知及網上繳交續
期費用後，申請人除可親臨服
務中心領取牌照，亦可到設於
各區的資訊服務亭，自助列印
牌照。



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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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項目/服務 簡介

2019 “智慧政務飲食及飲料
場所牌照項目” 

• 透過構建跨部門意見交換平
台，方便各部門發表意見，
減省不必要的文件傳遞。

• 在文件遞交方面更由一式九
份的文件減至一式一份。

• 同時，推出“一戶通”手機應
用程式，方便市民隨時隨地
查詢整個申請流程的審批進
度、遞交申請文件及網上繳
費等。



 上述各項電子服務，是市政署積極配合本澳第
四組及第五組飲食及飲料場所的發展而實施的
持續性改善工作。

2. 現有電子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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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置式”臨時牌照制度及申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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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重新定義檢查委員會為審議計劃及檢查委員會；

 確立委員會的職權及運作；

 強化委員會成員代表的審查及決定權；

 修改審議計劃的程序。

新增

 “前置式” 臨時牌照的制度；

 設定臨時牌照的失效及廢止的條件。

3.1 修改後的一站式發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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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獲通過並完成場所的裝修後，
由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並提供場
所符合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環境
保護要求證明文件，包括如下：

 由利害關係人所作的聲明；

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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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負責施工的法人或自然人商業
企業主所作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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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倘有負責指導工程的技術員所作
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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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倘場所設有消防系統，由具資格
的實體發出消防系統良好運作的
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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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倘設有燃氣設備，由具資格的實
體發出聲明書及檢測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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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倘場所設有載人升降機，由具資
格的實體發出的安全運行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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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2) 當文件齊備及並通過委員會的審批，一站式服務機構有條件於
八個工作日內，向利害關係人發出有效期為四個月的臨時牌照；

3) 利害關係人尚須繳付澳門幣一萬元的保證金後，方能獲取臨時
牌照；

4) 倘一站式服務機構發出“前置式”臨時牌照後，則有關發牌程
序將不會再發出第19條第一款所指的臨時牌照(收則後) ；

5) 另外，“前置式”臨時牌照不得進行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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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置式”臨時牌照—發出

申請人申請“前
置式”臨時牌照

一站式於當日或
翌日寄送委員會
審批(1工作日)

委員會進行文件
審查及或實地檢
查 (5工作日)

一站式決定發出
臨時牌照
(2工作日)



因以下原因被廢止時，將不獲退回保證金

 飲食/飲料場所的經營對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造成嚴
重影響；

 利害關係人違反牌照的限制條件，且未於一站式服務機構指定的
期間補正。

3.3 臨時牌照的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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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沒 收



3.4 申請需時對比

37

修法前 修法後

主流程
(工作日)

副流程
(工作日)

主流程
(工作日)

副流程
(工作日)

接收申請文件 1 1

諮詢部門意見 20 20

審議計劃 5 5

申請“前置式”
臨時牌照

N/A 1

委員會審查 N/A 5

一站式發出“前
置式”臨時牌照

N/A 2

預約及進行檢查 15 15

一站式發出牌照 8 8

獲發牌總需時 49 N/A 49 34

前置式臨時牌照可節省15個工作日的審批時間，約佔申請需時的30%



 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1日，“前置式” 臨時牌照申請的
數量共有6宗，其中2宗符合發牌條件；

3.5 申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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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場所名稱 臨時牌照申請日期 臨時牌照審議結果

1 場所A 28/03/2019 通過

2 場所B 25/04/2019 不通過

3 場所C 14/05/2019 不通過

4 場所D 01/07/2019 不通過

5 場所E 02/07/2019 符合通過條件

6 場所F 29/07/2019 不通過



 場所A雖已完成裝修，但仍需跟進部門早前發表的意見方可申
請竣工檢查；

 場所於10/04/2019獲發出“前置式”臨時牌照後，已具條件對
外營業，但仍需跟進部門部見；

 場所最終於02/08/2019獲發出正式牌照；

 上述情況反映，“前置式”臨時牌照已為場所創造了
的經營時間，有效減輕開業成本；

 因此，臨時牌照的效用並非如數字上顯示，只單單縮短15個
工作日。

3.5 申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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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4個月



 未有條件獲批的4宗申請；

 場所B因所遞交的工程修改計劃未獲審批，且未進行消防系統
測試而不獲發臨時牌照。

 場所C因未完成施工，未提交具資格實體發出的燃氣設備及燃
料的供應來源及檢測聲明書，消防設備、環境保護方面及隔
油井設置等未符合規定而不獲發臨時牌照。

 場所D因所遞交的工程修改計劃未獲審批，未進行消防系統測
試，燃氣設備未具條件營運等而不獲發臨時牌照。

 場所F因未遵守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之意見而不獲發臨時牌照。

3.5 申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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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市政署會總結未獲發出臨時牌照個案的例子，並透過
各種途徑向業界及市民作出講解，以增加發出臨時牌照的成
功率。

 “前置式”臨時牌照雖能為業界創造提前經營、減輕開業成
本的方便；然而，公共部門並不會為了“發出”臨時牌照而
導致犧牲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等情況的出現。

3.5 申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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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如欲知其它資訊, 可以親臨或透過信函、致電、
傳真等方式向市政署一站式服務機構查詢。有關資
料如下:

市政署一站式服務機構

地點: 澳門南灣大馬路762-804號中華廣場二樓

辦公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註：中午照常辦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聯繫方式：電話號碼 8795 2733 傳真號碼 8795 2736



謝謝！



答問環節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