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拟推新一轮电子消费计划及水电费补贴，民间建议：

增加使用限额扩大受惠范围
日前，澳门特区政府修改财政预

算案，新增投入约72亿元（澳门币，下
同）用于实施新一轮电子消费计划及
家居、企业商号水电费补贴，但具体计
划内容尚未公布。

疫情爆发两年多来，澳门经济环
境与周边疫情发展都出现很大变化。
有意见认为，新一轮的电子消费计划
应适当延长使用期限，增大每日使用
限额，让民众可用于更多消费场合，使
更多商户能够受惠。

政府目标：
稳住经济形势，提振内部需求

4月14日，澳门行政会议完成讨
论《修改〈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案〉》
法律草案，新增投入新一轮电子消费
优惠的开支预算约59.2亿元，平均到
每个澳门市民头上约8000元，与上一
轮电消计划基本相同。另外，澳门特
区政府还将投入“家居及企业商号水
电费补贴措施”预算约13亿元，合计
约72亿元。

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表
示，此举是为稳住经济形势、提振内部
需求、纾缓抗疫环境下居民所产生的
生活压力而推出的新一轮经济援助计
划。

虽然具体金额已经确认，但计划
内容尚未公布。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
一诚此前强调，要思考如何让援助发
挥最大杠杆效益，发挥最大成效。新
一轮援助如何实施，引起各界关注。

民间建议一：
合理调配启动金与立减额

澳门经济学会会长刘本立表示，
现在国内疫情反复，访澳旅客大幅减
少，导致中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困难，现
金流紧张，因此支持政府推出电子消
费计划促进内需。

刘本立引用去年电消计划数据指
出，去年政府共投放52.7亿元，居民
投入29亿元，共带动总消费金额约
82.4亿元。按照澳门行政会公布的开
支预算，新一轮电消计划约 59.2 亿
元，与上一轮基本相同。刘本立分析，
若政府期望居民增加消费，立减额（指
消费达标后的优惠额度）理应提高，但
另一方面居民仍期望启动金（指人均
电子消费券）维持在5000元，因此政
府在调配上有一定困难，两者难以兼
顾得宜。他预计此次启动金和立减额
会维持不变，拉动效应与去年的82.4
亿元相当。

疫情持续逾两年，区域性商铺结
业潮较为严重。刘本立认为，澳门特
区政府推出电子消费卡等援助措施有

助促进内需，但长期而言，必须稳定中
小微企业经营。他建议政府推出针
对性纾困措施，并根据疫情变化动态
调整措施。“未来政府需要未雨绸缪，
根据市场情况推出应对措施。”刘本
立说。

民间建议二：
建议使用限期延长至明年

澳门政治经济研究协会理事长唐
继宗指出，现在失业率较高，市民普遍
面临经济压力，启动金及立减额的分
配与去年相当较为合适。此外，如今
经济形势不明朗，澳门居民消费更为
谨慎，因此电消计划更多的是“替代效
应”。唐继宗建议，可适当延期使用限
期，如延长至明年，则能够让居民更自
由地分配使用时间。

唐继宗认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新
一轮经济援助，也相信政府会根据不
同时期的状况推出不同措施。

民间建议三：
延长中小企贷款还款期限

澳门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会长李卓
君受访时表示，去年电消计划成效颇
佳，但对提振经济的力度仍不足够，建
议政府今年能将人均金额上调至
10000元。另外，可向中小微企业提
供租金补贴计划及延长贷款还款期
限，减轻企业压力。

李卓君称，除水电费补贴，政府

还应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专项帮
扶措施，比如推出租金补贴计划，将
每月商户所缴纳的租赁税回馈给商
家，减轻中小企负担。他还指出，近
日收到数宗求助个案，有商户反映
在疫情前向银行借贷，疫情期间店
铺惨淡经营，加上澳门经济环境低
迷，商户无力还款。李卓君建议政
府在条件许可下，协助中小企业延
后还贷，延长商户的贷款还款期限，
从3年上调至6年，让中小企不用那
么“吃力”。

被问及即将推出的电子消费计
划，李卓君表示支持。他认为计划能

对中小企业起到帮扶作用。但李卓君
也指出，电消计划其实需要采用杠杆
方式拉动内循环消费，因此应引用去
年电消计划的交易数据，调整政策，对
商户起到精准扶助的作用，让其可以
横向拉动整个零售业、餐饮业和酒店
业经济。

据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消息，
该局联同卫生局日前在澳门综艺馆
举办学童接种日。消息反映，共有超
过4700名3岁到19岁学生接种新冠
疫苗。

目前，澳门已有逾3.9万名 3至
11岁学生完成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
苗，接种率约占澳门3至11岁儿童的
60%，其中，超过1.9万名学生接种两
剂疫苗。12岁以上的非高等教育学
生有逾2.5万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
苗，接种率约占澳门12至19岁人数
的87.5%，其中，超过两万人接种两剂
疫苗。

据了解，近期有多宗曾感染新冠
肺炎病毒的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
合症”并有死亡风险。这些患病儿童
多未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为此，澳门
教青局呼吁，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学生
家长应尽快为3岁或以上的子女及长
者接种疫苗。

澳门教青局及卫生局再次提
醒，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强，澳门特
区政府建议应在社区出现传播风险
前接种疫苗，能有效降低感染率或
重症率。为保障学童的健康，筑牢
校园免疫屏障，应尽快安排子女接
种新冠疫苗。

澳门举办学童接种日活动
逾4700名3至19岁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澳门文化艺术学会主办的庆祝
学会成立25周年系列活动之第二十
四届新春陶瓷书画文玩展于18日在
金碧文娱中心二楼展览厅举行开幕
式。该展览以“生肖虎”为主题，参展
作者及收藏家80余人，共展出超过
300件古今书画、陶瓷、古玉、雕刻、
纸张文物、摄影作品等。展期至本月
21日。

澳门文化艺术学会会长赵维富
表示，2022年是澳门文化艺术学会
成立的第25个年头，学会成立以来

经历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
件，澳门经济快速起飞，居民生活得
到极大改善。澳门文化艺术学会每5
年都会汇集当时社会知名人士、书画
家等提供作品和收藏品，集结出版成
会刊，同时还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
学会成立。2022年系列活动包括第
二十四届新春陶瓷书画文玩展、第二
十五届会员艺术作品展，同期举行会
庆。如果疫情缓和，会继续组织会员
前往广州、珠海、深圳等地的美术学
会进行文化交流。

澳门文艺学会举办陶瓷书画文玩展
逾300件艺术精品展至明日

为发展澳门影视文化产业，提升
澳门影视创作人才的能力，澳门望德
堂区创意产业促进会获金沙中国赞
助，推出“马交影艺新思维微电影拍摄
支持计划”，支持马交影艺新思维电影
专业课程学员制作澳门本土微电影，
期望澳门新一代电影人才有机会一展
所长。

澳门望德堂区创意产业促进会

理事长黄少春表示，为配合澳门特区
政府产业适度多元发展的政策，马交
影艺新思维电影专业课程开办与电
影相关课堂，培养人才，为澳门孵化
电影艺术专业工作者，包括导演、编
剧、演技、化妆、剪接、特效等科目，希
望对电影业有兴趣的澳门人士可以
通过课程学习更多专业知识，实现自
己的“电影梦”。

望德堂区创意产业促进会获赞助

支持澳门本土微电影创作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澳门文化局
17日接警方通知，近日大三巴牌坊前
的石阶位置被人张贴宣传品，澳门文
化局高度关注此事，立即派人员到场
了解及跟进，发现石阶扶手被张贴了
两张宣传品，同时在其邻近位置发现
涂鸦字句。由于此事涉及在文物上涂
鸦及未经许可张贴物品，现正由警方
作进一步调查。澳门文化局将在警方
调查程序完成后，尽快清理及复原相
关位置的外观。

澳门文化局表示，圣保禄学院天
主之母教堂遗址（大三巴牌坊、前地及
石阶）是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的组
成部分。澳门文化局呼吁市民和游客

重视及爱护澳门文化遗产，切勿胡乱
张贴或涂鸦，重申在文物建筑上张贴
宣传品或涂鸦等行为涉嫌违反《文化
遗产保护法》第35条的规定，倘令该建
筑受损，澳门文化局将报警处理及追
究赔偿，当事人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澳门文化局还呼吁市民，若发现
涂鸦或任何破坏文物的行为，须即时
通报澳门文化局或报警处理。澳门文
化局亦将持续重点针对涂鸦或未经许
可在文物上张贴及安装物品等行为，
向市民和游客宣传正确的文物保护意
识，继续通过不同渠道广泛宣传，与澳
门市民和游客共同做好文化遗产的保
护工作。

大三巴牌坊石阶长“牛皮癣”
澳门文化局：将在警方完成调查后尽快修复

据澳门城市大学消息，2022青年
艺术澳门交流展今日在澳门城市大学
凼仔校区王宽城楼大厅开幕。

2022青年艺术澳门交流展是为
澳门本地以及内地学生提供的交流学
习平台，对两地多校的青年艺术教育、
艺术创新创作等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推动同学们更加贴近艺术，让艺术更
加触手可及。

此次展览将在学校内展出相关
作品，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艺术，扩
展同学们的艺术视野，增强同学们
的兴趣。本次展览展期自 20 日至
27日。

2022青年艺术澳门交流展今日开幕
展期自今日至27日

据澳门文化发展基金消息，该基
金以集中申请、集中评审形式推出“文
化产业商业项目资助计划”，今年将开
放三轮申请。首轮申请期为4月19
日至5月20日，期间将接受商业企业
主提出的项目申请。

据介绍，澳门文化发展基金推
出资助计划的目的是支持企业投资
及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产业商
业项目，包括创意设计领域的澳门
设计品牌营运、文化展演领域的表
演艺术制作及演出，以及数字媒体
领域的影视拍摄及相关制作、书刊
出版等。

澳门文化发展基金表示，申请者
必须是在澳门特区依法设立的商业企
业或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前者50%以

上的资本须由澳门特区居民持有。资
助方式分为4种，包括：免息贷款、银
行贷款贴息、补贴及免息贷款、银行贷
款贴息及免息贷款，企业只能申请其
中一种。倘若企业仍在接受基金的补
贴资助且未提交总结报告，又或已获
基金补贴的次数达3次，则只可申请
免息贷款或银行贷款贴息，但获得专
项资助计划的次数不计算在内。

活动和项目评审委员会将根据申
请项目的原创性、实现的可能性、研发
生产和营销策略的合理性、市场需求
程度及竞争优势、预期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等方面对项目作出评分。

有意申请的企业可通过澳门文化
发展基金网站（www.fdc.gov.mo）下载
表格申请。

文化产业商业项目资助计划开始接受申请
首轮申请期截至5月20日

有一个奇妙的地方，让你不用去
到巴厘岛，就可以吃到巴厘岛的美
食。位于澳门福隆新街 7 号的刁
厨·纽利源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主打平价又多样的印尼菜和饮品。

海盐烧菠萝

表面铺满焦糖的菠萝，再加上酸
甜新鲜的百香果酱，作为餐后解腻
品，用来中和味觉最好不过。经过烤
制后的菠萝更加香甜，大块的菠萝果
肉加上微酸的百香果酱，每一口都爆
汁。海盐烧菠萝的形状有点像是虎
皮蛋糕的造型，可爱又特别。

沙爹串烧

以慢火烧烤一串串腌制到入味
的沙爹串，再配上特制的沙爹酱，浓
香四溢。配色上，肉的焦红配上青
瓜，沙爹串的大肉串排列整齐、色香
俱全。大口吃肉，可以感觉到爽口的
滋味就像是猪颈肉粒，外层烤得特别
焦香。

传统巴东烩牛肉

传统巴东烩牛肉是非常著名的
一款印尼国民菜。牛肉往往切成很
大块，并采用多种香料慢炖，口感丰
富，无论是牛肉还是薯仔都非常入
味，不会觉得腻。用椰丝在表面点
缀，视觉感受更加丰富。

招牌烧猪肋排

纽约巴黎杂志精心推荐的网红
招牌菜——烧猪肋排，经过多个小时
的慢煮，再用秘制酱汁慢火烧烤。
烤好后，将份量十足的猪肋排放在
木质托盘上，再在上面放一片青柠
檬。此时的猪肋排带着焦化层，单
看卖相就勾人食欲。伴随慢烤过的
肉香飘过，烧猪肋排的诱惑会让人
忍不住赶紧动手试试。猪肋排用手
就能轻轻撕开，连骨头都能轻易咬
烂。表面烤得焦脆，肉质鲜嫩多汁，
外焦里嫩。

在澳门遇见巴厘岛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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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巴东烩牛肉。

学者建议，新一轮电消计划可延长使用期限，增加每日使用限额，使其应用
范围更加广泛。

学者估计，新一轮电子消费计划
拉动的经济效益或与上一轮相当。

（文图来源：印象珠澳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