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講解會問題集
序號

意見類型

與會者意見

市政署回覆
沒有新人新制，舊人舊制的規定，街市內統一遵守《公共街市管理制度》
的相關規定。

1

法律適用

舊人行舊制，新人行新制？

2

法律宣傳

希望市政署可以印製小冊子，讓攤販可以更了解法律規定。

3

法律宣傳

4

攤位的分配

5

攤位的分配

6

攤位的分配

7

攤位的分配

8

租賃合同

9

租賃合同

10 租賃合同
11 租賃合同
12 租賃合同

13 租賃合同

14 租賃合同

市政署會透過多種途徑，向街市攤販推廣《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相關規
定。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文本可於立法會或印務局網頁下載。https://www.a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文本可否向攤販提供？或能在網上找到？ 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1-06/9393160d925692e521.pdf 或
https://bo.io.gov.mo/bo/i/2021/26/lei06_cn.asp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及《公共街市攤位分配及租賃的補充規定》的
規定，擬調遷至街市其他空置攤位的現有攤位承租人，須申請參與新空置
若街市有其他售賣同一種類貨品的空置攤位，可否轉至該等攤位？
攤位的公開競投，在獲甄選後，可選擇承租新攤位，承租人須同時以書面
方式通知市政署協議終止其原承租攤位的租賃合同。
市政署將會於空置攤位具條件推出時，開展街市空置攤位的公開競投程序
街市內的空置攤位何時開始公開競投？會定期開展嗎？
。
詢問現時兩夫妻是否可以各自經營一個攤位?還是兩夫妻僅可承租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規定，配偶其中一方已承租街市攤位，並不
一個攤位？
妨礙另一方承租另一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規定，現時不允許新增由兩人共同承租一個
可否增加其它人名義，共同租賃攤位？
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四條的規定，若承租人擬於租賃合同有效
期屆滿前解除合同，須至少提前九十日以書面方式通知市政署。
倘3年後合同期滿，續約時是否同一個攤位？
若租賃合同續期，將維持承租原有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八條的規定，街市攤位的租賃合同的期間為
轉了承租人之後，攤位租賃合同期為多久?
三年。
擬變更承租攤位經營業務類別的承租人，須向市政署提出申請，獲市政署
街市攤位承租人可否轉換經營業務類別（即轉行）？
批准後，才可變更其承租攤位的業務類別。
根據《公共街市攤位分配及租賃的補充規定》第八條第三款的規定，確定
在保證金方面，如何計算及支付？
保證金的金額相當於租賃攤位的兩個月租金，該金額不得少於澳門元三千
元及不得多於澳門元八千元；在簽訂租賃合同時一併支付。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四條的規定，若承租人於合同有效期的首
攤位承租人在合同首年內退租，作為舊人是否可不被沒收保證金？ 年內解除合同，將導致承租人喪失其已繳付的保證金，且禁止其自合同解
以及現有攤位承租人是否可以獲得豁免？
除之日起計一年內再次租賃攤位。自《公共街市管理制度》法律生效後，
所有攤位承租人均須遵守相關規定。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八條規定續約須由任一方提出，市政署會 市政署會綜合考慮有關情況，包括攤位承租人遵守法律及法規的狀況，決
否考慮過往的違法情況而決定不續約。
定是否同意續期。
倘若簽署合同後，承租人解除租賃合同需要多少天前通知市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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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見類型

15 租賃合同
16 租賃合同
17 租賃合同

18 一般指引
19 一般指引
20 一般指引
21 一般指引
22 一般指引

23 價格標示指引

24 價格標示指引

25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26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27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與會者意見
市政署回覆
根據舊法律，在結束租約時，承租人有一個月的時間清貨，但現時 承租人須在租賃合同效力終止後按照在合同規定的時間內清空攤位返還予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法律對此沒有作出規定。
市政署。
市政署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三條規定，開展解除租賃合同程序
市政署在解除攤位租賃合同時，會否給予承租人90日的通知期，且
，會按照《行政程序法典》規定在作出最終決定前在程序中聽取利害關係
給予承租人抗辯機會。
人陳述。
週休是否會在合同內載明？
攤位休業或承租人休假，均應向市政署通知和申請。
有部分攤販會去其他街市拆貨去賣，因現法律規定攤販須保留單據 根據《公共街市攤位的一般指引》規定，經營公共街市人士須保存售賣商
，但拆貨是沒有單據的，若出現問題時，攤販因此而無法出示單據 品來源證明文件至少六個月，倘無法出示單據等證明文件可視為違反有關
，應如何處理？
指引。
根據《公共街市攤位的一般指引》規定，禁止將任何物件放置在承租攤位
過去允許攤販掛一行出來的，如何才會被視為佔用公共地方？
以外的範圍。
針對市政署就攤位承租人違反指引的規定而作出的處罰決定，利害關係人
若被視為佔用公共地方，會否設有上訴機制？以解釋有關情況？
可按照《行政程序法典》規定提出行政申訴。
詢問若當日賣剩的豬肉，在經雪藏後，平時會拿去交貨，若將該等
非於攤位內出售，則不會構成相應違反。
豬肉放在攤位後方解凍，會否構成違反？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條第一款(六)項的規定。質疑稽查人員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是須遵守無私義務及保密義務，違反者須承擔紀律責任
。
可能會因私利而索取有關資料，侵犯攤販的商業機密。
自2022年1月1日起，街市內出售鮮活食品的攤位承租人須遵守市政署發出
的《公共街市攤位的價格標示指引》，該指引規定了出售商品項目標示的
就推廣十進制，如何協助攤販？
方式及須以相應的計量單位標示鮮活食品的價格。市政署已向有關攤販派
發指引文本、固定數量的價格牌及價格牌標示範本，並會由當值稽查員作
現場協助。
澳葡時代都有推廣過十進制，但當時以克計算，詢問是以500克還 根據《公共街市攤位的價格標示指引》的規定，“十進制”的計量單位須
是600克為計算標準？
以“克”(每1克或其10的倍數)或以“公斤”(每1公斤)作價格標示。
若承租人已於《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生效前，為協助人或僱員在市政署辦
攤位的現有僱員或協助人，在法律生效後，是否可繼續在攤位工作
理登記，則視為已辦理有關登記手續，承租人毋須再為該等協助人或僱員
？還是要重新登記？
重新辦理登記。
根據《公共街市攤位分配及租賃的補充規定》規定辦理登記的協助人或僱
員可協助承租人經營，而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二條的規定，協助
何謂協助經營者及其身份意義?
人是指已登記的協助承租人經營業務的承租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姻親，
又或四親等內的旁系血親或姻親。
如果要聘請外地僱員必須向勞工事務局申請，該局會諮詢市政署意見。鑒
於公共街市屬於政府資源，首先要保障本地員工利益，因此，雖然在法律
可否聘請外地僱員？
上並沒有訂明不可以聘用外地僱員，市政署一般都不會同意聘用外地僱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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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意見類型

與會者意見

市政署回覆
任何擬協助攤位經營的人士，均須由有關攤位承租人向市政署為該等人士
作出登記後，才可協助攤位經營。

28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在請人前，是否可以「試工」？

29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聘請僱員，提交申請後，要等多久才批准？

30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每一攤位有否指定僅可有多少數目的協助人或僱員？

31 協助攤位經營人士

攤位承租人可否同時成為其他攤位的協助人？

32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33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34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35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36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37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承租人只須至少於協助攤位經營的人士開始協助經營前的一個工作日，向
市政署辦理登記手續。
市政署現時沒有規定每一攤位的協助人或僱員數量上限，但有關數量須屬
合理。
不可以。攤位承租人不應同時登記為其他攤位的協助人。

市政署會定期以書面方式通知攤位承租人其出席經營攤位的記錄情況。倘
承租人於攤位親身經營攤位的記錄情況，市政署會否作出通知？會 發現承租人沒有履行義務，市政署將按法律規定開展相應行政程序，利害
否設有上訴機制？
關係人可按照《行政程序法典》規定針對相應行政程序中作出的決定提出
行政申訴。
攤位承租人因應政府防疫措施而無法進入街市（如健康碼被轉為紅
若攤位承租人因政府防疫措施而無法履行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義務的情況
碼、隔離等），是否會視為沒有履行親身經營的義務？倘攤位因應
，不會視為違反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的義務。
政府防疫措施而需要休業，是否會被視為沒有持續經營？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一條的規定，除在公共街市暫停開放或承
租人提出合理理由且獲巿政署接受的情況外，承租人須按租賃合同的規定
倘攤位因天氣狀況或休漁期等因素，無法取得足夠貨品以致攤位須 持續經營業務，為此可由已按補充性行政法規登記的協助人或僱員協助經
休業，是否會被視為沒有履行親身經營及持續經營的義務？
營。惟承租人仍須履行親身經營義務，遵守法律規定親身經營所需的日數
，攤位休業當日亦會計算為承租人沒有親身經營的日數。此外，攤位承租
人應考慮增加其進貨渠道，避免未能取得足夠貨品出售的情況。
攤位承租人須履行親身經營義務，在遵守法律規定親身經營所需日數的情
況下，攤位承租人可選擇休假。而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一條的
攤位承租人是否可以連續休假？在承租人休假期間，攤位是否可以
規定，除在公共街市暫停開放或承租人提出合理理由且獲巿政署接受的情
由協助人或僱員經營？
況外，承租人須按租賃合同的規定持續經營業務，為此可由已按補充性行
政法規登記的協助人或僱員協助經營。
承租人須於攤位休業前，到市政署各服務中心或所屬街市稽查室提出申請
，並提交相關的證明文件。倘屬第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強
如何申請攤位休業？
制性假日，則毋須提出申請。倘屬突發情況而休業，攤位承租人應先通知
當值稽查員，其後向市政署補交相關的證明文件。
倘攤位承租人因患病而攤位需休業，須向市政署提交在本澳合法註冊醫生
倘攤位承租人因患病而休假，是否需要提交醫生證明？對提交的醫 發出的醫療證明。倘攤位由已按補充性行政法規登記的協助人或僱員協助
生證明是否有規限？
經營，承租人在遵守法律規定親身經營所需日數的情況下可選擇休假，無
須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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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倘攤位承租人患病，是否可以由攤位協助人協助攤位經營？

39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承租人於攤位營業途中身體不適或有急事處理而需離開攤位，有何
申請手續？當天會否被視作沒有履行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的義務？

40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倘攤位因鮮活食品的行業假期而休業，是否被視為沒有履行親身經
營及持續經營的義務？

41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是否可以由攤位的協助人或僱員代替承租人履行親身經營義務？

42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43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倘攤位於《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強制性假日休業，是否計算為承租
人沒有親身經營攤位？
倘承租人當天在稽查人員巡查時段暫時不在攤位內，是否即被視為
當天沒有履行親身經營的義務？

44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倘搬遷至臨時街市後生意不佳，是否可以申請休業?

45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倘攤位有固定休業日，應如何申請？

46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倘攤位內所有貨品於早上已售罄，攤位下午是否可以休業？

47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48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市政署回覆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須按租賃合同的規定
持續經營業務，為此可由已按補充性行政法規登記的協助人或僱員協助經
營。惟承租人仍須履行親身經營義務，遵守法律規定親身經營所需的日數
。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一條的規定，除在公共街市暫停開放或承
租人提出合理理由且獲巿政署接受的情況外，承租人須按租賃合同的規定
持續經營業務，為此可由已按補充性行政法規登記的協助人或僱員協助經
營。倘攤位屬突發情況而休業，攤位承租人應先通知當值稽查員，其後向
市政署補交相關的證明文件。惟承租人仍須履行親身經營義務，遵守法律
規定親身經營所需的日數，只要有關承租人於當日沒有親身經營攤位，即
會被記錄為當日沒有親身經營。
若該等日期為有關攤位所屬行業的休假，須由行業所屬工會提出申請，攤
位可休業。若承租人選擇休業，將不會被視為沒有履行持續經營義務，惟
當天仍會計算為承租人沒有親身經營。
不可以。親身經營是指由攤位承租人親身在攤位經營業務，且每一曆年內
，承租人親身經營日數不得少於二百四十日。
若攤位於《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強制性假日休業，仍會計算為承租人沒有
親身經營攤位。
市政署將安排稽查於街市的主要繁忙時段作多次巡查，以記錄攤位的實際
經營情況，市政署將按攤位的實際經營情況處理。
按《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規定與市政署訂立租賃合同者，必須履行持續
及親身經營義務。即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一條的規定，除在公
共街市暫停開放或承租人提出合理理由且獲巿政署接受的情況外，承租人
須按租賃合同的規定持續經營業務，為此可由已按補充性行政法規登記的
協助人或僱員協助經營。惟承租人仍須履行親身經營義務，遵守法律規定
親身經營所需的日數。
倘攤位有固定休業日，可向市政署提出申請。
若有關攤位因當日生意良好，提前售清貨品而提早結束當日經營，一般情
況下不會視其違反經營義務。

倘已申請攤位當天休業，但隨後須要取消休業，是否須要作出申請
在已申請休業的情況下，攤位承租人仍可選擇於休業期間繼續經營攤位。
？
市政署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合同時，須由承租人提出攤位的營業時間，並載
於租賃合同內。倘攤位按租賃合同規定的經營時間經營業務，將被視為當
倘攤位較訂定的每日經營時間早或遲開檔、又或只經營半日，是否
日有持續經營。市政署將安排稽查於街市的主要繁忙時段作多次巡查，以
符合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的義務？
記錄攤位的實際經營情況，若屬全日經營攤位，承租人在上午及下午均須
親身經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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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講解會問題集
序號

意見類型

49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50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51 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

52 承租人死亡

53 承租人死亡

54 過渡安排

55 過渡安排

56 過渡安排

57 過渡安排

與會者意見

市政署回覆
市政署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合同時，須由承租人提出攤位的營業時間，並載
於租賃合同內。倘攤位按租賃合同規定的經營時間經營業務，將被視為當
倘承租人當天於稽查人員剔名記錄一次後便離開街市，會否被視為
日有持續經營。市政署將安排稽查於街市的主要繁忙時段作多次巡查，以
不符合持續經營及親身經營的義務？
記錄攤位的實際經營情況，若屬全日經營攤位，承租人在上午及下午均須
親身經營攤位。
市政署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合同時，須由承租人提出攤位的營業時間，並載
市政署對攤位的每日經營時間是否有規限？
於租賃合同內。考慮到街市攤位屬公共資源，承租人應訂立合理經營時間
。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二條的規定，承租人須在每一曆年內親身
經營的日數不得少於二百四十日，即自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計算。倘
承租人須於一曆年親身經營240日的計算方式？
某一曆年的合同期間不足一年，則按該曆年所經營的日數以比例計算上款
所指的日數，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五條的規定，如承租人死亡，租賃合同失
承租人死亡後，市政署會收回攤位，但有些攤檔可能會有很多存貨
效，市政署會提供適當期間，讓承租人的繼承人或家屬清理有關物品及存
，親屬可否申請期限處理貨物？
貨。
承租人死亡後，只有已登記為協助人的承租人在生配偶可於承租人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五條的規定，僅已登記為協助人的承租人
死亡之日起計三十日內向市政署申請繼續承租攤位，這個續租條件
在生配偶可於承租人死亡之日起計三十日內向市政署申請繼續承租攤位。
可否放寬增加兒女可以申請續租？
需要。擬放棄攤位的承租人，須向市政署提出申請，可前往市政署各服務
中心提交有關申請。
若有關人士持有符合法律規定的、能證明具有足夠權限代表攤位承租人作
出有關決定及簽署相應租賃合同的授權書，有關人士可持該授權書代表該
承租人於疫情前去了國外，其出發前在合法機構做了授權，是否必
攤位承租人作出決定及簽署相應的租賃合同。但須注意，有關攤位承租人
須親身回澳簽署合同或可以由合法授權人代簽署？
在簽署租賃合同後仍須遵守《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訂定的義務，尤其是親
身經營的義務。
可否降低已登記五年的僱員才有資格承接移轉的攤位租賃權的年限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僅已登記五年或以上的僱員可獲
？
指定繼續承租有關攤位。
在《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生效後，現時各公共街市內的散檔准照持有人將
透過訂立租賃合同繼續經營業務，基於公平分配有關散檔攤位，市政署將
散檔的抽籤及簽約工作何時進行？
以抽籤方式分配屬同一街市的散檔攤位。有關散檔的抽籤和簽約工作將於
2022年第1季內進行。
未簽署新攤位租賃合同前，如有意取消攤位需要申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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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講解會問題集
序號

意見類型

與會者意見

58 過渡安排

現有散檔准照可以轉給親屬嗎？

59 過渡安排

重新簽約後，仍是散檔嗎？

60 過渡安排

街市現時承租人在法律生效後，是否需要提交一張申請書？如果不
是要轉予其他人的，是否只要簽署一份新合約即可？

61 過渡安排

攤位承租人可否將攤位租賃權移轉讓予親屬繼續經營？

62 過渡安排

若僱員的聘請時間只有4年多，未足5年，是否不符合資格移轉攤位
租賃權予其？還會有什麼方法可將攤位租賃權移轉予其？

63 過渡安排

一人承租兩個攤位，可否將其中一個攤位轉予其妻子？

64 過渡安排

攤位承租人及其兒子各自承租一個攤位，詢問可否相互交換攤位？

65 過渡安排

有一位僱員在某一個街市已經工作了十多年，這個攤位已被市政署
收回，但他沒有離開這一街市，繼續在另一攤位工作，他現時這個
攤位承租人若擬轉名予他，是否可以納入這5年之內？

66 過渡安排

現時已可直接讓配偶簽署攤位租賃合同？還是要自己簽署合同後，
再轉予配偶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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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署回覆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二十條的規定，在公共街市及小販大樓內的
小販准照或散檔准照持有人，須先於市政署指定的時間按照法律規定與市
政署訂立租賃合同，在訂立租賃合同後，其可於新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五年
內向市政署申請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有關攤位。根據同一
法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或協助人可獲指定繼
續承租攤位。
散檔准照持有人在按法律規定訂立租賃合同後，將成為有關攤位的承租人
。
不需要。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九條的規定，現有攤位承租人須
於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向市政署提出其擬保留原租賃攤位由其本
人繼續承租的意願，市政署將安排特定時間與有關承租人訂立租賃合同。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現有攤位承租人可於新法律生效
之日起計九十日內，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有關攤位，根據
同一法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或協助人可獲指
定繼續承租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僅已登記五年或以上的僱員可獲
指定繼續承租有關攤位。承租人可考慮先選擇保留原租賃攤位由其本人繼
續承租，並與市政署訂立租賃合同，待有關僱員已登記五年或以上後，並
於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五年內，向市政署申請指定由該僱員繼續承租有關攤
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九條的規定，現有承租多於一個攤位的承
租人，可於新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選擇保留原租賃攤位中的一個
攤位由其本人繼續承租，並可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其餘攤
位。根據同一法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的配偶可獲指定繼續承租攤
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各自承租一個攤位的父子之間無
法相互交換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僅已登記五年或以上的僱員可獲
指定繼續承租有關攤位，有關僱員須於攤位承租人指定其繼續承租攤位前
，連續已登記五年或以上，才可獲指定繼續承租該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現有攤位承租人可於法律生效之
日起計九十日內，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有關攤位，於現有
攤位承租人作出指定後，市政署將與獲指定繼續承租攤位的人士訂立租賃
合同。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講解會問題集
序號

意見類型

67 過渡安排

68 過渡安排

69 過渡安排

70 過渡安排

71 過渡安排

72 過渡安排
73 過渡安排

74 其它

與會者意見

市政署回覆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現有攤位承租人可於法律生效之
日起計九十日內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攤位，又或在選擇保
關於轉名，是一次過，還是可在5年後或10年後決定轉名予他人？
留原攤位並與市政署簽署租賃合同後，於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五年內向市政
署申請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九條的規定，現有承租多於一個攤位的承
租人，可於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選擇保留原租賃攤位中的一個攤
現時承租有2個攤位，須在多少期限內指定予他人？
位由其本人繼續承租，並可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其餘攤位
。根據同一法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協助人
及已登記五年或以上的僱員可獲指定繼續承租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九條的規定，現有承租多於一個攤位的承
租人，可於法律生效之日起計九十日內，選擇保留原租賃攤位中的一個攤
現時承租有2個攤位，《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規定一人僅能承租一 位由其本人繼續承租，並可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其餘攤位
個攤位，若指定予僱員繼續承租，原承租人須否與其僱員簽署合同 。根據同一法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承租人的已登記五年或以上的僱員可
？有甚麼責任須由原承租人承擔？
獲指定繼續承租攤位。承租人須填寫巿政署提供的專用樣式表格，並須承
諾以無償方式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攤位，在承租人作出指
定後，市政署將與獲指定的人士訂立租賃合同。
法律生效後，若攤位承租人選擇保留原租賃攤位由其本人繼續承租，將維
持使用原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現有攤位承租人可於法律生效之
日起計九十日內，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有關攤位。若現有
是否必須於法律生效後90日內作出指定人士繼續承租攤位？之後可 攤位承租人於上述期間內，選擇保留原租賃攤位由其本人繼續承租，且已
否再指定？
於市政署指定的時間按照法律規定訂立租賃合同，其亦可於法律生效之日
起計五年內，向市政署申請指定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人士繼續承租有關攤位
。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的過渡安排，於攤位承租人指定其僱員繼續承
聘請工作5年的僱員才有資格承接移轉攤位租賃權，如何計算？有
租攤位前，該僱員須已在市政署登記五年或以上，方可獲指定繼續承租有
何標準？
關攤位。
在市政署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合同前，將向承租人講解有關租賃合同的內容
在90日內簽訂租約，詢問承租人有否權利在事前取得合約查閱？
，以便承租人能清晰地了解租賃合同的內容。
法律生效後，是否會使用原攤位？

主要出售生猛海鮮，故會受休漁期影響，且因疫情亦會影響到兩地
的送貨人員往來，以及過去兩年來，本澳整體經濟及其生意業務亦 攤位承租人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承租人義務，不應影響街市的和諧經營環境
受到超市衝擊，故想詢問攤販可否在攤位內設置攝像鏡頭，以直播 。市政署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安排。
方式出售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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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講解會問題集
序號
75 其它
76 其它
77 其它
78 其它
79 其它
80 其它

81 其它

82 其它

意見類型

與會者意見
市政署回覆
經營成衣及內衣檔，與經營熟食攤位不同，生意不如其他攤位，市 市政署將持續改善街市軟、硬件條件，營造公平、舒適的營商環境，以吸
政署有何措施可促進其生意，使市民前往逛街？
引消費者前往街市消費。
因公共街市攤位屬公共資源，為妥善利用有關公共資源，以及為確保市民
法律對攤販經營干預過多，不應管制攤販。
能夠在安全、公平、可靠、舒適的購物環境消費，市政署透過《公共街市
管理制度》作出規範。
根據第207/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於2022年度豁免公共街市攤位承租人繳
現時街市生意很差，希望可以推出措施援助街市。
付租金。
於2018年，政府已開展了為期約兩個月的《公共街市管理制度法》及《小
為何之前沒有諮詢文本？
販管理制度法》公開諮詢，並於同年製作了相應的諮詢總結報告。
任何因違反法律、合同或指引而作出的處罰決定，均會以書面方式作出通
那些違法行為會以書面方式作出？
知。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四條的規定，若承租人於合同有效期的首
新經營者承投攤位時，沒有經營成本，若不習慣很快退出，該攤位
年內解除合同，將導致承租人喪失其已繳付的保證金，且禁止其自合同解
可能會騰空半年，導致街市顯得很冷清，有否處罰機制？
除之日起計一年內再次租賃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二條的規定，攤位承租人除須持續經營攤
街市攤位承租人獲允許聘請僱員，為何承租人須每天都在攤位內？ 位外，亦須履行親身經營義務，故須在每一曆年內，在法律規定的日數內
，親身經營攤位。
根據《公共街市管理制度》第十六條的規定，市政署可在公共街市的範圍
在街市攤位內可否安裝監控設備？
內裝設視像監察及錄影設備，並須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故不考慮允許街市攤位承租人自行安裝監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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