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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企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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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澳门文化
局、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澳门大学
图书馆及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
联合主办的2022年“澳门图书馆周”
将于4月23日至5月30日举行，其间
将举办多项阅读推广活动，其中4月
30日（星期六）及5月1日（星期日）在
南湾旧法院大楼开展推广日，并进行
好书交换、摊位游戏及书展等活动，鼓
励更多市民培养阅读习惯，打造城市
阅读氛围。

今年“澳门图书馆周”设有连场精
彩活动及培训工作坊，包括由澳门文化
局公共图书馆管理厅厅长吕志鹏及澳
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主讲的“阅读
知事——公共图书馆与大专院校图书
馆谈阅读素养”讲座，从公共图书馆与
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讨
论阅读推广工作；适合亲子或家长参与
的互动讲座“伴你成长——亲子游戏和
谈天技巧”和“暴风中的陪伴——正向
沟通的成长模式”；通过戏剧教育、绘本
演说等形式让孩子感受故事魔力的“书
香伴成长”亲子阅读推广活动；与中医
养生和运动训练有关的“养生穴位齐齐
学”及“骨盆底肌强化好处多”工作坊

等。活动题材多样，适合不同年龄及爱
好的市民参与。

“澳门图书馆周”推广日将于4月
30日（星期六）及5月1日（星期日）在
南湾旧法院大楼举行，为市民提供丰
富的摊位游戏、手作坊，以及儿童绘本
图书展览等活动，制造亲子共读时
光。目前，“好书交换”收书活动正在
进行中，有兴趣参与的市民可于4月
17日（星期日）前将好书送到指定公
共图书馆，以换领“好书交换计分卡”，
并于推广日期间，前往南湾旧法院大
楼及石排湾图书馆“好书交换”活动会
场换取等值的图书。

此外，为响应4月23日“世界阅
读日”，“4·23全城共读”活动鼓励市
民于4月22日至24日期间自行组织

“共读点”，开展各种形式的阅读活动，
推动阅读风气，“共读点”的招募期由
即日起至4月18日（星期一），报名表
格可于澳门公共图书馆网站下载。

部分活动可于即日起通过澳门文
化局网页“网上活动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费用全免，若报名人数多于指定名
额，将以抽签形式决定，获录取者将以
短信通知。

多场精彩活动打造城市阅读氛围

“澳门图书馆周”活动即将来袭

澳门特区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应变协调中心29日宣布，自4月
3 日零时起，12 岁或以上人士，须
出示相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证明，
才可登上由内地以外地区前来澳
门的民用交通工具。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相关证明包
括：已完成初种系列接种（一般为 2
剂）满14天；18岁或以上人士已完成
疫苗初种系列最后一剂接种超过7个
月者，须出示已接种至少1剂加强剂

的证明；医生或有关当局出具的不适
合或不能接种情况将持续2个月以上
的证明。有关证明须为当地政府认可
用于国际旅行。

应变协调中心强调，违反者可能
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刑事责任。

此外，现行由内地以外地区进入
澳门须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以及
入境后21天内不得经澳门前往内地
的措施维持不变。

据新华社电

4月3日起12岁及以上人士
自内地以外赴澳门须持疫苗证明

据澳门理工大学消息，为促进大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澳门理工大学3
月期间举办“校园活力运动月”，通过
一系列精彩的运动项目鼓励学生培养
持续运动好习惯，营造充满朝气的校
园氛围，共同构建健康的大学生活。

“校园活力运动月”启动仪式由该
校健康科学及体育学院院长吴新凡主
持，带领一众师生以运动拉开帷幕。

活动提供多元化的运动项目体
验，包括花式跳绳、空中瑜伽、击剑、
拳击、健康检查站等。主修公共政
策博士的张同学参与击剑体验后表
示，教练示范正确的击剑步伐和动
作，并教授正确使用击剑护具和头

盔，以及比赛中的技巧和礼仪、比赛
流程和裁判员评分标准等，让他对
击剑运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获益
良多。另有参与活动的国际生表
示，活动除了强身健体外，亦有助舒
缓情绪，提升学习专注力，更可与来
自不同专业及文化背景的同学交
流，互相启发对运动的兴趣。

澳门理工大学素来注重学生全面
发展，致力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以
及鼓励学生建立健康生活模式。学校
期望通过举办多元化的运动体验，提
升大学生的抗挫能力，引导学生以正
向思维面对各种挑战，为澳门及国家
培育身心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

澳门理工大学校园活力运动月举行

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效果相当好！完全没想到，3场直播卖
了3000箱手信点心。”澳门某饼家董事长邓
文锦的好心情溢于言表。

疫情发生以来，澳门游客锐减，以品牌手
信为代表的旅游商品零售急剧下降，占比超
过90%的中小微企业纷纷寻找新商机。“直播
电商为澳门企业复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澳
门直播协会理事长戴显扬说。

据统计，2021年第四季度，澳门互联网用
户网上购物消费总额的中位数为1100澳门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网购衣物、手袋、化
妆品等的人数达12.8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14%。

“我有一位客户，疫情发生前每周进货
200箱，疫情发生后每周不到10箱。”邓文锦
想到了网上销售，“对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而
言，网上销售大大拓展了渠道，增加了客源。”

“没有网络，商家的销售半径可能只有一
两公里。有了网络，就能扩展到整个澳门甚
至内地市场。”澳门某电商平台创始人江海涛
介绍，“一个直播时段3小时，销售额为20万
至40万澳门元，最好的时段同时在线人数可
达两三万人。”

“直播电商销售的品类，正随着直播方式
日渐普及而不断拓展。”某电商平台联合创始
人李胜举例说，今年年货节时，直播间搬进了
珠宝店，近百条手链“秒光”。“顾客在网上下
单，价格比到店面低至少10%。一个销售时
段，最多时有2.5万人同时在线。我正筹备开
网上直播销售专场。”某珠宝商家总经理余干
成告诉记者。

“一些大型电商平台的主播们，也把直播
做得更加灵活丰富。”李胜介绍，这些主播都
接受了相关培训，尝试转型发展，在线销售澳

门本地产品。据悉，澳门直播协会与某电
商平台澳门站共同制订“澳门主播孵化计
划”，近20名澳门本地主播披挂上阵。“我们会
加大力度培养本地主播，为澳门市民提供新
的职业选择机会。”戴显扬说。

“特区政府注意到直播电商的兴起，鼓励
澳门中小企业善用互联网及电子渠道拓展商
机，提升竞争力。”澳门特区经济及科技发展
局局长戴建业指出，直播电商顺应时下个性
化、体验式消费需求，整合“人、货、场”三要
素，塑造了“直播+电商”相互融合的新零售模
式，将在线流量转化为产品销量。

“目前在澳门做直播电商，面临的问题
之一是缺货！”澳门直播基地CEO 朱小娟
说。江海涛指出，直播电商是销售端，要想
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产品背后的生产、供
应、配送等体系尤为关键。如何形成产品
线、整合供应链，怎样理解电商运营规律、建
设健全的物流仓储体系等，是做电商要学的

“硬功夫”。
本地产品少，转口贸易品不具有网上销

售优势，澳门直播电商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要深挖自身潜力，发扬澳门独特优势。”戴显
扬指出。“内地新国货质优价优，澳门可以成
为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站，这正是
我们努力拓展的新业务。”江海涛说。

前不久，一场集思会汇聚了澳门最活跃
的直播电商运营者、参与者、支持者和研究
者，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必须立足粤澳深度合
作区这块热土，建厂、建仓储、建配送体系，用
物流带动人流、资金流，将制度优势、税收优
惠等整合进电商产品链条，才能用好电商平
台，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据人民日报，文/富子梅）

据澳门媒体报道，为纪念澳门濠
江中学已故校长杜岚，该校纪念堂“芳
铭堂”于29日上午揭幕，澳门中联办
教青部、澳门濠江中学教育协进会、校
董会、校友会、家长会、教工之友联谊
会的领导，以及各界嘉宾、杜校长亲
属、学校行政等70多人参加活动。

揭幕礼由澳门教育协进会副主席刘
艺良和濠江中学校长尤端阳陪同校董会
董事长马有礼、永远荣誉董事长许世元
主持，仪式简单而隆重，现场气氛热烈。

尤端阳致辞介绍，杜岚原名杜芳

铭，1936年到濠江中学任教，1947年
接任校长一职。在杜校长领导下，濠
江中学校务蒸蒸日上，学子遍布海内
外，精英辈出。她以卓越的办学成就，
荣载教育名人录。

为纪念杜校长的重大贡献，学校
特此建造了一座纪念堂——“芳铭
堂”。杜校长的教育理念和崇高的人
格，鼓舞着全体濠江人不懈奋斗，学校
将继续把她的爱国精神和教育思想发
扬光大，在育人的道路上开拓创新，为
祖国和澳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发扬杜岚教育思想 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澳门濠江中学“芳铭堂”揭幕

据澳门媒体报道，由文化局主办
的塔石艺墟将于4月21至24日、4月
28日至5月1日在塔石广场举行，其
间将举办共40场创意手作坊，其中设
有8场亲子班，公众可由即日起通过
塔石艺墟专题网页报名参加，报名截
止日期为4月4日下午5时，每场手作
坊费用为50澳门元。

为让更多居民享受参与手作活动
的乐趣，每位报名者最多只可报名两
场手作坊，同一场手作坊仅接受每人
报名一次；亲子班工作坊方面，每位儿

童亦仅限报名参加两场，每场报名一
次。手作坊将以计算机抽签方式录取
参加者，中签者将于4月7日获短信
通知，并须在期限前到指定地点缴费
确认，录取结果将同时在塔石艺墟专
题网页公布。

每场手作坊活动开始后，若获录取
的参加者逾时10分钟未到场登记，其
名额将被取消并由现场轮候的报名者
补上，详情可参阅报名须知。每场手作
坊开始前30分钟，将设候补名额派筹
安排，公众可提前到场轮候候补名额。

澳门塔石艺墟创意手作坊接受报名

一人仅限报名两场

澳门关前街不仅充满历史文化
气息，也是城中最火的潮人打卡地之
一。早前举办的关前荟活动深受市
民游客喜爱，现在第二期活动也火热
进行中。有趣的AR打卡点、寻宝小
游戏、惊喜店铺折扣优惠及幸运大抽
奖应有尽有。赶紧跟上步伐，出发寻
宝吧！

关前荟活动利用手机AR技术，
在澳门关前街区打造多个AR打卡
点，同时配以寻宝游戏、优惠折扣及
幸运大抽奖等元素，为市民游客带来
虚拟与现实结合的创新玩乐体验。
第二期活动已正式开始，为期 3个
月，而本次活动加入了更多AR互动
项目，参与商户也增加至30家，并为
大家提供更多折扣优惠以及全新的
活动奖品。

新增AR互动和打卡项目

除了原有的3个AR互动外，第
二期关前荟加入了 4个全新的AR
项目，分别是：“呼唤麦麦”（位于关
前街入口）、“时空之窗”（位于酒潭
巷）、“俊秀理发”（位于大关斜巷）、

“伴手有礼”（印 于 活 动 纪 念 品 的
QR code）。访客只需通过手机扫描
布置在街区指示牌上的二维码，即可
体验参与AR游戏，打卡拍照并进行
在线分享。

30家商户提供不同类型优惠

30家商户分布在关前街及大关
斜巷一带，进一步延伸至果栏街。大
小朋友到达参与商户，用手机扫一扫

店铺活动二维码，找到镇店之宝后，就
可以获得折扣优惠，而使用折扣优惠
消费满额后更可获得精美礼品！

活动提供丰富奖品

活动期间将提供丰富的奖品，包括
电子产品、酒店住宿礼券和消费优惠券。

市民游客完成特定AR互动、填
写问卷或于参与商户消费满指定金额
后，即可获得抽奖机会。

打卡拍照 就有机会赢惊喜折扣和幸运大奖

澳门关前荟第二期活动火热进行中

澳门主播在直播中展示商品。

琳琅满目的澳门手信。

澳门直播基地。

请作者联系我们以便支付稿酬 邮箱：hqrmzb@163.com

本版文图整理:罗旭莹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据澳门媒体

AR项目“时空之窗”（位于酒潭巷）。 AR项目“呼唤麦麦”（位于关前街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