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所有于2021年12月31日持
有效或可续期的澳门特别行政区
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均可获发放现
金分享款项。

于2021年12月31日未满五
岁，属第8/2002号法律第三条第
二款规定的非强制性领取居民身
份证情况者，只要领取上述身份证
明文件，便可获发放现金分享款
项。

现居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外并
持有可续期澳门居民身份证人士，
只要证明因长期卧床、全身或半身
瘫痪而未能换领澳门特别行政区
居民身份证，亦可获发放现金分享
款项。

已递交相关文件且去年领取

了现金分享款项的居民，可豁免再
递交有关证明，社工局根据去年递
交的相关文件进行确认后，受惠人
即可领取本年度现金分享款项。

符合发放条件的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若因死亡而未能领取现
金分享款项，可按《民法典》第
1917条规定，在清算及分割遗产
前由负责管理的待分割财产管理
人申请领取。

不同人群使用不同发放方式

特区政府将通过银行转账方
式向以下人士发放款项：领取社
会工作局援助金人士及领取敬老
金人士；领取直接津贴的教职人
员、领取助学金的专上学生及领
取专业发展津贴的教学人员；领
取退休及抚恤金人士；已登记以

银行转账方式收取财政局发放的
退税金或其他给付的人士；未登
记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取财政局发
放的退税金或其他给付的公共行
政部门人员。

其余符合资格的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则通过邮寄方式寄送划
线支票。年满十八岁受益人所收
到的支票抬头为受益人姓名；未登
记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取财政局发
放的退税金或其他给付的十八岁
以下未成年受益人所收到的支票
抬头为：受益人姓名、父亲姓名及
母亲姓名（支票可存入受益人、受
益人父亲或母亲的账户）。

划线支票以平邮方式寄出。
同时，由于支票为划线支票，只可
将支票存入抬头人的账户，其他人
即使取得支票，亦无法兑现。

具有特殊情况的人群，如长
期卧床、全身或半身瘫痪而未能
换领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
证，未获确定监护权的未成年人，
其他无行为能力人，以及被处以
保安处分和剥夺自由措施或接受
刑罚的人士，将由社会工作局跟
进处理。

身份证明局资料库中澳门居
民身份证持有人的地址是换领特
区居民身份证时申报的地址，为确
保居民能够及时收到邮寄支票，住
址已变更的居民可通过现金分享
网页：www.planocp.gov.mo 更

新地址，输入身份证号码、出生
日期、母亲姓名（居民身份证上没
有登载父母姓名），核实资料后
申请更改地址；或通过登入澳门
公共服务一户通更改地址；或直
接将更改地址的声明送交身份证
明局。

查询系统可得知发放状况

居民通过现金分享计划网页
的查询系统，输入身份证号码、出
生日期、母亲姓名等资料，经核实
后即可获知相应发放状况；或登入
澳门公共服务一户通；或使用身份
证明局分布于澳门的40多个自助
服务机，以身份证及指模验证后，
便可得知发放状况。

公众如对本年度或历年现金
分享计划有疑问，需要协助解决相
关问题，可致电 2822-5000或传
真至 2822-3000查询。或亲临
政府设置的现金分享计划柜位：市
政署综合服务中心 (南湾大马路
762-804 号中华广场 2 楼)、政府
综合服务大楼（黑沙环新街 52
号）、离岛政府综合服务中心（氹仔
哥英布拉街 225 号三楼），柜位办
公时间：周一至周五（公众假期除
外）上午9时至下午6时，中午照
常运作。

同时，市民亦可通过浏览现金
分享计划网页或关注财政局微信
官方公众号查阅最新的发放资讯。

解民之所忧 纾民之所困

澳门现金分享今起分批发放

说起澳门最值得去的景点，不
得不提妈阁庙。

妈阁庙是澳门现存庙宇中有
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澳门民
间有一种说法，“先有妈阁庙，后有
澳门城”，如果你好奇澳门的城市
名称起源，就要从妈阁庙研究
起……

妈阁庙不仅是澳门现存庙宇中
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也是
澳门文物中原建筑物保存至今时间
最长的，2005年妈阁庙作为澳门历
史城区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早期称娘妈庙、天妃庙或海觉
寺，后定名“妈祖阁”，俗称“妈阁
庙”。

妈阁庙位列澳门三大古庙之
首，由神山第一殿、正觉禅林、弘
仁殿、观音阁等部分组成。庙中
供奉着道教女仙“妈祖”。妈祖是
渔民们的守护神，妈祖文化体现
了汉族海洋文化的一种特质。澳
门作为一座海滨小城，从前岛民
大部分以出海捕鱼为生，妈阁庙
应运而生。

妈阁庙相传建于明朝成化年
间，虽然创建年份至今未有定论，但

大部分学者都肯定在葡萄牙人定居
澳门前，此处已有供奉妈祖的庙宇。

传说当年葡萄牙人从妈阁庙
附近上岸后询问当地居民这是哪
里，因为语言不通，居民以为是问妈
阁庙，故答“妈阁”，葡萄人以其音译
成“Macau”，这也是澳门葡文名称
的由来。

妈阁庙位于妈阁山西面山腰
上，建筑风格为园林组合式建筑，多
座建筑物依山势不规则地组合而
成，由石阶相互连接，极具中式庙宇
的精巧细致之美感，带有浓郁的岭
南文化特征。庙宇规模虽然细小简
朴，但却能充分融合自然，错落有
致。

庙内有许多摩崖石刻，均为历
代官宦名士的诗词题字，是研究澳
门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尤其是

“洋船石”和“海觉石”，年代久远，是
澳门著名的两大奇石，也是历代文
人墨客咏吟的对象。

历经500多年风雨洗礼，妈阁
庙依旧香火鼎盛。来澳门时记得到
妈阁庙看看，感受浓厚的历史风韵。

景点开放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
午5时。

澳门世遗介绍：

三大古庙之首妈阁庙

为持续助力澳门企业“走出去”开
拓商机，澳门特别行政区贸易投资促
进局（以下简称贸促局）将继续组织澳
门企业参展“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即日起至4月15日接受报名。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于11月5至10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举办。澳门贸促局拟继续在“食品
及农产品展区”及“服务贸易展区”，组
织“澳门制造”食品及饮品企业、代理葡
语国家食品及饮品的澳门企业，以及
从事葡语市场翻译、法律、会计等专业
服务的澳门企业参展。据介绍，参展
企业需为澳门注册的合法法人企业。

展品必须在澳门制造生产，或为代理
葡语国家食品、饮品类产品，以及从事
葡语市场专业服务的澳门注册公司。

此前，为宣传第五届进博会并推进
招展工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与澳门
贸促局首次合办“云招展”澳门地区线上
推介会，近40家澳门企业线上参会。会
上，进博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澳门企
业关注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和“服务
贸易展区”，并与企业互动交流。

据悉，澳门贸促局已连续组织澳
门企业参与四届进博会。去年共46
家澳门企业参展，展馆面积660平方
米。 （据人民网 富子梅/文）

“澳门制造”将继续亮相进博会

据澳门媒体报道，为培养公众对
天文科学的兴趣，澳门科学馆将于4月
举办三场“点亮星辰”天文科普系列活
动，内容包括探讨人类到太空旅游及
居住的可行性、中国传统文化24节气，
同时将带领公众连线现代天文历史的
发源地——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天
文台，多个角度接触丰富的天文知识。

遨游太空一直是人类的梦想。首
场讲座“下一站太空：太空旅游”将于
4月2日下午5时举行。天文汇资深
导师龙嘉颖将与参加者探讨人类到太
空旅游或居住的可行性。到太空旅游
或居住面临哪些科技挑战？一般民众
能否负担前往太空旅游的费用？讲座
或许能给出答案。

第二场讲座“24节气的乾坤”将于
4月23日下午5时举行，由香港天文学
会掩星组组长余惠俊主讲。24节气是

中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
古人为了农作物取得良好收成而适应
环境及气候变化的智慧，现已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名录”。讲座将介绍24节气的起
源及其发展过程，并探讨24节气对日
常生活及现代天文学的影响。

4月30日下午5时举办的第三场
讲座“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在线之
旅”，将由彼得·哈里逊天象馆的天文
学家Tania Marques带领公众连线
英国伦敦历史悠久的格林威治皇家天
文台，详细介绍馆内收藏的天文仪器
及世界闻名的“本初子午线”。讲座将
以英语进行。

上述三场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均在
澳门科学馆天文馆举行，全部免费入
场，毋须报名。门票可于活动当日到
澳门科学馆售票处领取。

点亮星辰大海 走进科学世界

澳门科学馆讲座介绍天文科普

据澳门大学消息，澳门大学学生
在第17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勇夺佳绩，参赛
的6项作品全部获奖，获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及3项三等奖。本届大赛
港澳高校共获奖27项，澳大获奖数量
位居港澳高校之首，并再次成为澳门
地区唯一获一等奖的高校。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是中国规模和影响力
最大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赛事。澳
大近年来持续加强学生的科技创新
教育，为澳门未来发展储备具有国际
视野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注重“四位
一体”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在课堂学
习之外，参与多学科的科研项目研

究，重视科技创新及产学研工作，营
造创新及充满活力的校园环境。本
次比赛反映出澳大学生在工程学、资
讯科技、中医药、创业等专业领域的
创造潜力。

受疫情影响，本届“挑战杯”大赛
采用线上答辩形式办赛。

“挑战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和地方政府共同
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展示全国
各高校的育人成果，促进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也是企业接触和物色优秀科
技英才、引进科技成果的重要途径，并
在促进青年创新人才成长、深化高校
素质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全国高校科技达人齐聚“挑战杯”

澳门大学勇夺6项大奖

据澳门新闻局消息，由澳门特区
政府新闻局出版的《澳门》杂志（中文
版）第146期现已出版。本期内容丰
富多彩，展现了澳门立体生动的城市
形象。

近年，澳门市政署重整及新建了
不少儿童游乐场，深受市民欢迎。《澳
门》杂志最新期封面故事以“建缤纷
游乐场 唤起城市童心”为主题，意图
让读者了解市政署建设儿童游乐场
的理念。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
幕式上，有4名毕业于澳门演艺学院
舞蹈学校，现就读于北京舞蹈学院的
学生潘美琪、徐容宇、袁韵琴、李若萌
参与演出。本期杂志中《澳门舞蹈学
生刻苦坚持“构建一朵雪花”》一文专
访了4位，分享今次难忘的经历。

澳门文化中心舞台剧《在咖啡冷
掉之前》入选“本地演出委约制作计划
2020-2022”，该剧以一间能穿越时

空的咖啡店为背景，串连多个感人瞬
间。《一杯咖啡串连情感》一文专访了
舞台剧台前幕后精英，介绍剧作的精
彩时刻。

由于历史原因，澳门留存着较完
整的20世纪军事防御设施。本期杂
志中，首位取得法国文化遗产建筑师
资格的华人建筑师吕泽强，介绍《二十
世纪澳门军事防御建筑》。由资深传
媒工作者陈思国撰写的专栏“记忆中
的行业”，本期《铲刀磨铰剪成绝唱 补
镬修藤席隐于市》介绍昔日匠人修补
器物的动人往事。

据了解，《澳门》杂志（中文版）是
一本集时事、经济及历史文化等内容
为一体的综合性双月刊，内容丰富。
搭配设置应用程序，除杂志内容外，还
设有快讯及短片观赏栏目。目前，该
杂志第146期在澳门文化广场、星光
书店、边度有书、文采书店及各大书报
摊有售。

《澳门》杂志第146期出版
多彩内容展现城市立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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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财政局
消息，澳门特区政府
将于4月1日至5月
13日推行《2022年
度现金分享计划》，通
过银行转账或邮寄划
线支票两种方式，分
批向约 697000 名
澳门永久性居民每人
发放1万澳门元，以
及向约42000名非
永久性居民每人发
放6千澳门元。

新冠肺炎疫情
反复，澳门特区政府
为纾解民困，保民生
福 利 共 度 时 艰 ，
《2022财政年度施
政报告》延续多项惠
民措施，4月1日起
分批次发放本年度
现金分享。

《2022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延续多项惠民措施。

今起澳门将分批次发放本年度现金分享。

妈阁庙香火鼎盛。

妈阁庙内有许多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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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届
进博会上的
澳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