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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宏觀經濟增長預測 

2020年第一次更新 

《澳門宏觀經濟模型課題組》 

2020年 6月 29日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急速廣泛傳播並導致大範圍社會和經濟影響，《澳門

宏觀經濟模型課題組》在一月發佈之初始二零二零年澳門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調

整預測，並在二月及四月進行兩次初步調整，第一次更新結果如下。 

 更新的因由：本年初預計新冠肺炎在原爆發地可以受控，此預測與現況不符

。因此我們在二月份重新考量疫情在全國蔓延下澳門的經濟風險；然而疫情

在約一個月後迅速在全球散播（非洲除外），我們在四時月份再次調整澳門經

濟的前景。到目前爲止，我們相信三月份澳門整體的發展態勢可以較容易讓

大家預計二零二零年本地區經濟的趨勢，因爲當月經歷了某程度復蘇、某程

度停止社交接觸和完全隔絕與境外接觸的經濟狀況，為預測提供了幾乎全部

可能性的基礎。 

 預測假設一 

 旅客數目與博彩收入比以往更加影響澳門經濟的增長 

 由於疫情轉變快速且影響面廣，其他地區增長因素相對變得不太重要 

 防控疫情措施常態化 

 疫情在非洲並沒有嚴重如其他地區大面積擴散 

 中國內地經濟增長不高於 2% 

 香港經濟持續收縮 

 預測假設二 

 情景 1  

 第二季—整體旅客 3.3萬 

 第三季—2019年第三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一成 (整體旅客 99.2萬) 

 第四季—2019年第四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一成 (整體旅客 92.0萬) 

 情景 2  

 第二季—整體旅客 3.3萬 

 第三季—2019年第三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一成 (整體旅客 99.2萬) 

 第四季—2019年第四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四成 (整體旅客 368.1萬

) 

 情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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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中國內地旅客 3.0萬，整體旅客 3.3萬 

 第三季—2019年第三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一成 (整體旅客 99.2萬) 

 第四季—2019年第四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七成 (整體旅客 644.2萬

) 

 情景 4  

 第二季—整體旅客 3.3萬 

 第三季—2019 年第三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三成 (整體旅客 297.5

萬) 

 第四季—2019 年第四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四成 (整體旅客 368.1

萬) 

 情景 5  

 第二季—整體旅客 3.3萬 

 第三季—2019年第三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三成 (整體旅客 297.5萬

) 

 第四季—2019年第四季中國內地旅客及非中港旅客的七成 (整體旅客 644.2萬

) 

 綜合分析，研究團隊認爲按上述的假設，澳門 2020 年的經濟出現情景一與情

景二或其混合的機會比較大。情景三至五會在如果今年下半年經濟反彈下出

現。必須指出，就算澳門下半年經濟反彈，全年經濟收縮也會大於 40%。 

 若經濟發展按情景 1 和 2 的預測，澳門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有可能回復到大概

2004 年的水平；若經濟發展按情景 3 至 5 的預測，澳門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有

可能回復大概到 2005年的水平。 

 

甲 綜合預測結果 

 經濟增長 

 最新經濟增長按以上五個情景的基綫預測分別是-59.1%, -58.4%, -57.7%,-

55.8%, -55.7%。 

 初始預測的最低、基綫和最高預測分別是-12.0%，-3.7%和 4.7%。 

 預測的調整主要是當初假設疫情是短暫且不會大規模擴散，此假設現

不成立，取而代之是對疫情的發展作了更務實的五個可能性之評估。 

 2003年非典時期澳門經濟增長為 11.7%（當中第二季為-9.4 %），是次

新型冠狀病毒極有可能產生更大的負增長效應。 

 服務業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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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服務業出口增長按以上五個情景的基綫預測分別是-81.0%，-78.8%，-

77.0%，-74.3%, -72.6%。 

 初始預測的最低、基綫和最高預測分別是-14.2%，-4.3%和 5.7%。 

 現今大幅下調服務業增長，主要原因是首兩季博彩業因爲本地區和其他地

區防疫措施大大減少旅客所致。 

 私人消費增長 

 最新私人消費增長按以上五個情景的預測下跌約 8%。 

 預測電子消費卡對消費增長的貢獻不明顯。 

 投資增長 

 最新預測固定資產形成增長按以上五個情景的預測大幅收縮至 33%左右。 

 政府加快公共投資有望收窄投資的下跌。 

 物價變化 

 最新和初始預測物價變動（本地生產總值平減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按以上

五個情景的預測維持在 2.1% 至 2.2%，變動輕微。 

 工作收入變化 

 最新預測每月工作收入下跌 5.8%至 6.7%之間，惟最高和最低的預測差異

比較大，達 6.8個百分點。 

 就業狀況 

 最新和初始預測的失業率按以上五個情景預測在 2.2%至 2.8%之間，輕微

上升。而本地居民失業率則有略明顯的升幅：3.9%和 3.2之間。 

 政府總收入 

 預計本年度澳門度政府最終收入將大幅縮減到在 713 億元至 929 億元左右

。 

 上述綜合預測除政府總收入為名義值外，其它是實質變化值（2018=100）。 

 

 乙 政策考慮 

 基於以上預測可知，疫情主要影響經濟增長，而就業和物價兩大宏觀變數基

本變動相對算太大，這是澳門與其他經濟體不同之處： 

 疫情是一個短期的經濟震蕩，但由於它在 2020年已經延續兩個季度

，因此對全年的增長有相當的負面影響。 

 2003 年非典不同，當時疫情過後有“自由行”支持澳門經濟復蘇，現

今訪澳旅客基數變大，經濟復蘇效應可能遠不及當年。 

 2020 年還有中美經貿摩擦和內地經濟進一步增長放緩的不利因素，澳門經濟

的情況未許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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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裕的財政盈餘、尚好的營商環境、相對合理的物價水準與就業狀況還是澳

門經濟復蘇的有利因素。 

 爲此，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目標應以短期穩定勞動力市場爲主（避免過多企

業停業和倒閉、維持生產者與消費者信心），繼而推動短期經濟恢復，避免深

度下跌爲主。 

 必須指出，以上五個情景的假設和相關分析，還需要進行更仔細深入研究,以

加強預測準確性與政策建議可靠性。如果環球疫情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需

要再次調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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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濟指標預測 (2020) 
與去年同期比較變動率(%) 2018=100）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情景 4 情景 5 

 最低 -60.0 -59.5 -58.8 -56.9 -56.9 

本地生產總值 基線 -59.1 -58.4 -57.7 -55.8 -55.7 

 最高 -58.1 -57.4 -56.6 -54.6 -54.5 

 最低 -10.9 -10.9 -10.8 -10.8 -10.7 

私人消費支出 基線 -8.7 -8.7 -8.6 -8.6 -8.6 

 最高 -6.5 -6.5 -6.4 -6.3 -6.3 

 最低 -40.5 -40.5 -40.4 -40.4 -40.4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基線 -36.1 -36.0 -36.0 -36.0 -36.0 

 最高 -31.6 -31.5 -31.5 -31.5 -31.5 

 最低 -61.7 -61.1 -61.1 -61.0 -61.0 

貨物出口 基線 -58.3 -58.3 -58.3 -58.3 -58.3 

 最高 -55.6 -55.6 -55.6 -55.6 -55.6 

 最低 -81.6 -79.6 -77.9 -75.4 -73.8 

服務出口 基線 -81.0 -78.8 -77.0 -74.3 -72.6 

 最高 -80.3 -78.1 -76.2 -73.2 -71.5 

 最低 -46.5 -43.2 -40.9 -40.0 -35.8 

貨物進口 基線 -44.0 -40.2 -37.5 -36.7 -32.0 

 最高 -41.5 -37.2 -34.2 -33.3 -28.2 

 最低 -42.8 -41.8 -41.1 -40.2 -39.6 

服務進口 基線 -40.6 -39.4 -38.8 -37.7 -37.0 

 最高 -38.4 -37.1 -36.5 -35.1 -34.4 

 最低 0.6 0.6 0.6 0.6 0.6 

本地生產總值之平減物價指數增長率  基線 2.1 2.2 2.2 2.2 2.2 

 最高 3.6 3.8 3.8 3.8 4.0 

 最低 1.5 1.5 1.5 1.5 1.5 

消費者物價指數 (綜合) 通脹率 基線 2.2 2.2 2.2 2.2 2.2 

 最高 2.8 2.8 2.8 2.8 2.8 

 最低 -9.6 -9.4 -9.1 -8.9 -8.8 

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基線 -6.7 -6.4 -6.1 -5.9 -5.8 

 最高 -3.7 -3.5 -3.1 -2.8 -2.7 

 最低 2.6 2.4 2.2 2.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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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基線 2.8 2.7 2.4 2.4 2.2 

 最高 3.0 2.9 2.6 2.6 2.5 

 最低 3.6 3.4 3.1 3.0 2.9 

本地居民失業率 基線 3.9 3.8 3.4 3.3 3.2 

 最高 4.3 4.1 3.7 3.7 3.5 

 最低 652 709 749 810 849 

政府總收入 (億澳門元) 基線 713 778 820 889 929 

 最高 775 847 892 968 1,010 

 

 

《澳門宏觀經濟模型》簡介 

《澳門宏觀經濟模型》是一個大型季度聯立方程計量模型，目前包含澳門經濟

中七個主要部分 -- 消費，投資，對外貿易，價格，政府部門，就業市場，以及金

融系統，共有 251個變數和 89條方程式，所用數據由 1998年第 1 季開始，模型

估算會隨著數據發表而定時更新，提供及時及有用的澳門經濟分析，協助決策者對

未來作出合理的規劃。此模型由前Professor James Mirrlees和經濟學系老師開發

與管理，課題組成員包括陳志誠、何偉雄、廖振華和關鋒。此項目現由澳門大學澳

門研究中心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