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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暴发大规模新冠疫情

澳门蛋停车场建方舱医院

据澳门媒体报道，为预防澳门暴
发大规模新冠疫情，澳门卫生局计划
在澳门蛋运动场室外停车空间建设方
舱医院，涉及2700张病床。据介绍，
自应对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
预案（简称“应急处置预案）公布后，澳
门卫生局持续接获社会各界的意见。
澳门卫生局已修订、细化及补充预案
文本，将于一周内推出首个版本的预
案文本供社会参考，共同应对疫情。

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4月2日
受访时表示，应急处置预案的15个专
责小组继续按职能开展准备工作。其
中，设施建设小组与建筑工程公司密

切联系，计划在澳门蛋运动场室外停
车空间建设方舱医院，涉及2700个床
位。加上日前公布小区治疗中心选址
的澳门蛋室内、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
心内的1400个床位，将共有4100个
床位。再配合医学观察隔离酒店预案
和现有隔离设施，全澳将有6700张病
床应对新冠患者，较原来的266个基
础床位增加25倍。同时，将先设50
个床位作内部跨部门演练，将邀请社
会机构及居民参与大型演练。

日前，澳门特区政府公布若发生
大规模感染，已备有应急处置预案。
预案除了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领导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和民防
行动中心统筹工作，及成立15个专责
小组跟进外，硬件增加了大型小区治
疗中心，选址为澳门蛋和运动员培训
及集训中心。澳门蛋内分成三部分，
包括检疫站、实验室及住院部。运动
员培训及集训中心则主要作为住院
部，分成三区。

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日前
表示，未来的大型小区治疗中心主要
接收轻症患者，也分设不同区域。重
症患者将会安排到高顶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和仁伯爵综合医院。澳门特区政
府并正审视大型小区治疗中心的周边

设施，例如洗手间、污水渠、清水渠、供
水供电等配套。

澳门卫生部门去年已为大型小区
治疗中心采购一定的物资确保第一阶
段应急之用，其余的物资正协商价格
购置程序，各部门已作分工，密切配合
工作。人员配置将拟定医护人员需求
清单，并将向中央政府及内地相关机
构报备，一旦有紧急需要将请求提供
协助。

此外，澳门卫生部门正采购治疗
新冠肺炎的药物，其中一种已运抵澳
门，另外还有两种针剂和一种口服药
正运送来澳。

为纾缓新冠疫情持续对中小企业
经营的不利影响，澳门特别行政区金
融管理局推动金融机构，把对中小企
业“聚易用”交易收单手续费减免或回
赠的优惠措施再延长6个月，至今年9
月30日。据悉，将有约2万个商户因
此受惠。这是澳门特区政府去年10月
推出的8项支持中小企业措施之一。

据介绍，为推动移动支付，澳门金
管局2021年3月底推出聚合支付即

“聚易用”。就是将提供二维码支付服
务的银行及支付机构的支付系统互联
互通，让商户通过一部终端机或一个
二维码，受理所有二维码支付工具。
解决了商户放置及操作多部机具的问
题，简化了商户与银行、支付机构的对
账流程和商户资金管理。同时，澳门
市民可自由选择任何一种本地二维码
支付工具付款。

去年10月，金融机构为澳门中小
企业的“聚易用”交易，提供半年的收
单手续费减免或回赠，推行期为2021
年10月至2022年3月。截至今年2
月，相关的中小企业“聚易用”交易金
额逾47.5亿澳门元，涉及交易手续费
已全部获金融机构减免或回赠，降低
了中小企业在疫情下的经营开支。

在澳门金管局的协调和金融机构
的努力下，澳门移动支付的覆盖面随

“聚易用”铺开不断扩大。2021年澳
门移动支付服务交易达1.9亿笔，交
易金额185.2亿澳门元，均为2020年
的3倍。目前，澳门逾9成商户门店
已升级“聚易用”，遍布各行各业，不仅
便利市民出行消费，而且对澳门数字
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非接触
式的交易模式亦有助于防疫。

（据人民网 富子梅 文）

纾缓经营困难 降低成本开支

澳门中小企业收单手续费减免再延半年

据澳门媒体报道，第六届华为
ICT大赛亚太地区颁奖典礼于 3月
25日圆满结束，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
队伍在华为全球 ICT大赛网络赛道
中，经过多轮激烈竞争，获得海外亚
太区亚军，并作为区域代表晋级全球
总决赛。

华为全球ICT大赛是由华为打造
面向全球大学生的年度ICT赛事，通
过联系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机构、高
等院校、培训机构及行业企业，为学
生提供国际化竞技及交流平台，增
强学生ICT知识，提升实践、应用技
能及创新意识。本届赛事在亚太区
共有来自10个国家或地区的286所

学校5300名学生参加，经过澳门初
赛、决赛、亚太区域赛的层层比拼及
选拔，共有27支网络赛道队伍和17
支云赛道队伍晋级3月12日举行的
亚太地区赛。最终，澳门科技大学
由郑泽峰助理教授带领学生康宇
为、申珂华及李天枢组成的团队，以
亚太区网络赛道亚军身份跻身全球
总决赛，之后将会与来自西欧、拉
美、非洲、中国内地、中东、欧亚区的
队伍一决高下。

本次参赛的澳科大团队均来自
计算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其中一位本
科三年级的队员康宇为表示，三位同
学在去年暑假已开始准备参赛。

华为ICT赛科大晋全球总决赛

据澳门媒体报道，由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展览中心、亚洲艺粹会（澳门）
及澳门硬笔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游
于艺——艺术雅集作品（澳门）邀请
展”4月8日18时30分在卢廉若公园
春草堂展览厅举行开幕礼，本次展览
是亚洲艺粹会（澳门）力邀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展览中心安排内地名家来澳，
与澳门书画家联合展览的一场盛事，
以弘扬中华文化，践行大书法，讲好中
国故事为主题，引入内地书画摄影佳
作，与澳门书画作品共冶一炉，加强彼
此合作，提供艺术交流机会。

本次参展将有15位书画摄影名

家展出60多件佳作，通过以艺会友，
艺术联谊，与来自内地不同地区不同
风格的书画摄影作品，办成一个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雅集作品展，为澳门
艺术界注入活力，提高澳门本地中华
文化艺术水平。展览得到北京云瑾文
化有限公司承办，澳门市政署借出展
览场地。

开幕礼定于4月8日18时30分
在卢廉若公园春草堂展览厅举行，现
场更有精美作品集派发，是值得收藏
的丛刊，欢迎各界同好及居民前往欣
赏。展期至4月21日，每日上午9时
至晚上7时开放。

弘扬中华文化 践行大书法

游于艺邀请展即将揭幕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为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增进亲子间感情，澳门文化
局举办多场文化活动。

“塔石艺墟“手作坊

由澳门文化局主办的塔石艺墟将
于4月21日至24日、4月28日至5月
1日在塔石广场举行，期间举办共40
场创意手作坊，其中设有8场亲子班，
公众可由即日起报名参加，截止报名
日期为4月4日下午5时，每场手作坊
费用为50澳门元。

世遗面对面

为鼓励亲子一同探索世界遗产
“澳门历史城区”的知识，自去年起澳
门文化局每逢周六及周日在“世界遗

产青少年教育基地”郑家大屋设“世遗
面对面·亲子乐趣班”，现场将有故事
分享、亲子小剧场、唱游、互动游戏及
小手工等形式，鼓励亲子共同学习、体
验世遗之美，深受家长及小朋友欢迎。

今年4月“世遗面对面·亲子乐趣
班”将以西式世遗建筑为题材，推出热
缩片制作体验，借此培养小朋友对世
遗建筑的兴趣，及创造出具有个人独
特风格的饰品小物！

亲子乐趣班热缩片体验，6岁至8
岁的小朋友体验日期为4月9、16、23
日 11:00-12:30、15:00-16:30，地
点为郑家大屋。9岁至12岁的小朋
友体验日期为4月10、17日11:00-
12:30、15:00-16:30，地点为郑家大
屋。免费报名。

澳门亲子文化活动现正接受报名

■Marou Mocha

位于澳门荷兰园二马路的Sin-
gle Origin 单品咖啡店，从论区行
赏步行路线《创意展现·活化艺城》
中的塔石艺文馆，步行到此约 5分
钟 路 程 ，是 澳 门 本 地 咖 啡 品 牌
Blooom的首家门店。

Single Origin设立于2013年，
以精品咖啡为中心，为澳门本地独
立咖啡品牌文化迎来了生气和新的
面貌，在短短的 6年间便获得了国
际认可，成为澳门首家被列入亚洲
50最佳咖啡店榜的咖啡品牌，更取

得令人鼓舞的第17位优异成绩。
在这里，你可以认真又讲究地

品鉴各款单品咖啡，与店员交流有
关咖啡的任何情报，也可以一尝店
家随性创作的咖啡特调，坐在窗边
度过一个惬意自在的下午。

■Marou Mocha

在以水洗处理过的危地马拉咖
啡引领下，混和了一款可可浓度达
78%的越南精品巧克力品牌 Ma-
rou。

巧克力自带青提葡萄及焦糖的
气息，杯前有一颗小小的Marou巧

克力留守着，让客人能从多个形态
中感受它的魅力所在。

■Yuzu Blooom

收录在 In The Cloud 系列的
其中一款清新杰作，由咖啡、汤力水
及日本柚子汁领军，而云雾泡泡则
以雪梨汁发打而成，淡雅的柚香中
绽放着咖啡的香醇，糅合清爽带劲
的汤力。

■KyoAffogato

品尝前先将京都抹茶倾倒于充
斥着巧克力碎的雪糕之上，化学反

应就此焕发起来，口腔正要被香草
味雪糕的香甜触动时，淡淡的茶韵
及甘苦滋味又席卷到舌尖中，妙不
可言。

■Pudding by Kafka

布丁烧外型玲珑又可爱，是焦
糖布丁及软滑的日式起司蛋糕的微
妙组合，令人即使在胃容量被填满
了的状态下，仍能愿意为它挤出空
间。

Single Origin 单品位于澳门
荷兰园二马路 19 号，营业时间为
12:00-20:00。

入榜“亚洲50最佳咖啡店“！

澳门这家咖啡馆不可错过

据澳门海事及税务局消息，为普
及海事知识，启发学生对海事知识和
文化的兴趣，推广及传承海事文化，早
前海事及水务局到访澳门两间中学，
进行“海事知识讲座”，累计已有近
700名学生参与。

讲座上，海事局人员围绕澳门海
事历史和文化、海域管理、海事知识三
大主题，向学生们介绍澳门与海洋的
渊源、澳门特区管理海域现况、澳门主
要港口及航道、灯塔及航标系统、潮汐
现象及疏浚等内容，带领学生认识传
统海事文化及现代航海的相关知识。

同学们在讲座中表现积极，对讲座内
容表现出浓厚兴趣。

本次讲座为澳门海事局“海安
全·齐起航──海事知识校园推广计
划“的系列活动之一。除上述海事知
识讲座，还将会举办帆艺及信号旗海
事技术应用，参观东望洋灯塔、海上交
通控制中心、海事博物馆导赏及海事
体验活动等，旨在协助学校和教师通
过轻松、有趣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对
海事知识和文化的兴趣。

上述推广计划首阶段的对象为澳
门初中生。

澳门：海事知识校园推广计划举办

澳门卫生局计划在澳门蛋运动场室外停车空间建设方舱医院。

Yuzu BlooomYuzu Blooom

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 单品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