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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推出一户通“我的照片”功能
便利市民线上线下提交电子近照

新增功能有证件照和自拍照两
个类别

新增功能“我的照片”分为证件照和
自拍照两个类别，澳门市民可登入“一户
通”手机应用程序，点击“我的照片”，“我
的照片”选择证件照或自拍照其中一种
类别，自行拍摄或从相册选取上传符合
照片规格的本人或子女等其他人的自拍
照，以备办理服务时使用。

鉴于证件照片规格严格，澳门政府
与照相馆采取协调合作的方式，帮助澳
门市民在证件照片审核通过的情况下，
能获取照相馆回执二维码。据悉，照相
馆回执二维码可在“一户通”内的“证件
照”页面进行扫描，进而添加该照片（拍
摄时间起六个月内）。

方便线上暑期活动报名和旅行
证件申请

近期，2022暑期活动报名可使用
“我的照片”功能网上提交照片。参加
者（4至25岁儿童及青少年）需通过其本
人的“一户通”账户，进行暑期活动的登
记及报名。由于系统已确认本人身份，
参加者只需要在登记页面提交近照，点
击“使用一户通照片”后，系统会自动列
出“一户通照片库”内已添加的证件照
和自拍照，市民可直接选取和提交合

适近照。
另外，澳门身份证明局于5月26日

起在“一户通”提供澳门特别行政区旅
行证件申请服务。年满18岁的澳门特
区居民身份证持有人，可为其本人及其
已年满5岁的未成年子女，通过一户通
办理《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澳门特
别行政区旅行证》及《澳门居民往来香
港特别行政区旅游证》。

届时，申请人须使用“我的照片”内的
证件照，作为办理旅行证件时提交的照
片。倘若申请人为子女办理，其“一户通”
账户须有子女的证件照以申办服务。

线下通过扫描二维码提交照片

除上述线上服务外，澳门市民在
线下柜枱办理服务时，也可通过“一户
通”提交近照，实现在多种服务场景应
用“我的照片”。办理过程中，澳门市
民只需点选“一户通照片库”内的近
照，向前台人员展示照片二维码以供
扫描，并按指示输入分享码，便可向公
共部门提交照片，无需提交实体照片。

现阶段，现场收取电子照片的功能
适用于行政法务范畴辖下部门的线下
柜台共19项服务。未来，“我的照片”新
增功能将会继续延伸其适用范围到其
他范畴的线上线下服务项目内，为澳门
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据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消
息，为鼓励澳门更多科研人员及创
新主体参加“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
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帮助参
加者全面掌握赛事规则及参赛要
点，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于5月
24日线上举办大赛网上培训宣讲
活动，内容包括赛事规则宣讲、往届
获奖项目分享及专利主题讲座。

此次活动由本届大赛承办单
位代表详细介绍大赛制度、参赛规
则和报名流程，并邀请上届初创组
金奖的澳门获奖者分享比赛经验和
心得。

为加强参赛主体对高价值专利
的价值挖掘、培育和布局的认识，活

动还安排了专利主题讲座。由知识
产权专业人士讲解高价值专利的基
础概念，向参会者分享专利培育布
局及运营管理的技巧与实务经验。
活动通过线上直播方式进行，设有
线上互动问答环节。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高价
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不仅为参加
者提供优秀的展示空间及交流合
作平台，且所开展的项目对接会能
为专利价值变现和增值提供重要
渠道。

本届大赛现在正接受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为6月20日。比赛
详情及报名参赛可登陆大赛官方
网站。

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专利
培育布局大赛举行线上培训宣讲活动

“咖啡源于实验，实验源于生活。”在澳门咖
啡店的开张速度快要赶上便利店的情况下，
Brew Lab却能在众多咖啡店中脱颖而出，获得
不少咖啡爱好者欢心，全因老板最爱为经典咖啡
加入不一样的突破。与其说Brew Lab是一家
咖啡店，倒不如说这是一家咖啡实验室。

突出重围的Brew Lab咖啡店位于澳门桔
仔街106号。店内，超ins风的装潢风格映入眼
帘，周围都是美美的打卡位，吸引不少朋友前来
拍照。

◆黄金海岸特调

“黄金海岸特调”将芒果、香橙、柠檬融入冷
萃咖啡中，让酸酸甜甜的果香碰上气泡咖啡，呈
现出非常清爽的“实验成果”，让人眼前一亮。

◆伦敦特调

“伦敦特调”在浓咖啡上加入微甜的接骨木
花汤，以焦糖杏仁味道作结尾。若顾客想要微醺
的感觉，不妨试试加入“微醺伦敦特调”，享受酒
精与咖啡碰撞的感觉。

◆澳式白咖啡

“澳式白咖啡”是咖啡师能大显身手的一方
舞台，在这里，咖啡师会贡献出其创意之作——
小飞马拉花。在拍照过后，可别忘了品尝这杯好
看又美味的热咖啡。

◆招牌骰宝/牛油果烟肉牛角包

下午茶不如来一份牛角包？“招牌骰宝牛角
包”内的鱼虾蟹一应俱全，主要馅料包括沙丁鱼、
大虾、蟹柳等多到快要溢出。

略嫌“招牌骰宝”满足不到无肉不欢的你？
还可以试试“牛油果烟肉牛角包”，松软的牛角包
内是份量十足的烟肉，配上丰富蔬菜，正好消解
烟肉的腻味。

◆巴斯克/阿华田双色/抹茶双色烧奶酪

烧奶酪蛋糕绝对是佐啡的首选！超浓厚的
芝士香，搭配不同口味选择，口感十分顺滑，建议
配上一杯清新的“伦敦特调”享用，休闲度过一整
个下午茶时光。

超好拍的ins风澳门咖啡店！

颜值美味通通在线

据澳门大学消息，5月25日，
澳门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
学〔筹〕）举办交流会，回顾近年在科
研合作及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
成果，探讨进一步深化合作。

会上，澳大副校长葛伟高度肯
定澳大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多番合
作下取得的成效。他表示，双方整
合各自的学科资源，发挥各自的科
研优势，在合作建设科研平台、联合
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三个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深理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名誉院长成会明高度评价近年澳
大在科研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
及双方合作取得的进展。他介绍，
深圳先进院高度重视与澳大的合

作，期望双方能有更深度和更广度
的交流，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粤
港澳合作及国际化办学等方面结出
更多的成果。

随后，澳大科技学院、健康科学
学院、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院、
研究生院的代表及深圳先进院的代
表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学术研究和人
才培养情况及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
作进展。

自2019年澳大与深圳先进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合作
紧密，交流频繁，携手迈向新台阶。
目前，双方已创建两家有关人工智
能的联合实验室，联合开展培养的
博士研究生项目当前已有50名博
士生获录取，所开展27个项目的创
新性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粤澳科研与人才合作成效显著
澳大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举办合作交流会

据澳门媒体消息，由澳门教青
局、澳门体育局合办的“2022暑期
活动”，即日起可通过暑期活动网页
或“一户通”登记。今年暑期活动共
提供551项、2074个班、逾4.4万个
名额让澳门儿童及青少年参与，活
动名额较去年增多。

该暑期活动记者会25日下午
在澳门教青局举行，由澳门教青局
学生厅长陈旭伟、澳门体育局体育
发展厅代厅长卢绮云介绍详情。

陈旭伟称，今年教青局提供
443项文娱活动，共1282个班、逾
2.4万个名额，预算超1530万元（澳
门元，下同）。其中，新增不少富中
国传统色彩的项目如国画、花灯扎
作、皮影戏及亲子水墨画等，让参加
者学习传统中华艺术及手工艺，认
识中华文化。

卢绮云介绍，体育局统筹的体

育活动共有108个体育项目、792
个班、逾 1.9 万多个名额，预算约
680多万元。其中，体育局开设了
30项球类活动、12项水上活动、15
项武术及搏击类活动、13项体育舞
蹈及棋类、16项其他体育活动、3项
本地训练营以及19项展能活动。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我们
适量增加了名额，同比去年增加约
1300个名额。另外，我们也新增了
沙滩排球、桌球、舞醉龙三个项目，
让青少年能在暑假尝试不同的运
动，挑战自我。”卢绮云补充道。

2022暑期活动即日起开始登
记，截止时间为6月2日晚上10时，
抽签结果将于 6月 8日公布。届
时，居民会收到电话短信通知报名
时间，在6月10日至15日期间登入
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以电子支付
工具支付报名费。

2022暑期活动网上登记开始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由澳门文
化局主办的“第四十届澳门青年音
乐比赛——分组赛”将于7月23日
至8月7日期间分别在澳门旅游学
院（望厦校区）及澳门科学馆举
行。“特别大奖赛”暂订于8月28日
举行，比赛场地将另行公布。

今年，“第四十届澳门青年音乐
比赛”将设置中乐及西乐组别赛事，

目前已吸引逾1000人次报名参加，
较往届报名人次增加60%，赛事的
赛程初稿已在澳门青年音乐比赛网
页公布。

赛程显示，所有参赛者出场次
序安排将以电脑抽签方式决定。在
指定报到时间内，参赛者须到达现
场并出示有效的澳门居民身份证报
到，随后按抽签顺序进行比赛。

第四十届澳门青年音乐比赛赛程公布

逾1000人报名参加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26日公布，澳门今年第一季共举办
97项会展活动，按年增加29项，与
会者和入场观众数目上升19.7%至
16.5万人次。

据统计，澳门第一季会议有76
项，按年增加15项，但与会者减少
6.3%至6157人次。平均会期减少
0.1 日至 0.9 日，总使用面积微跌
0.5%至3.2万平方米。

其中，展览主办机构的收入按
年上升64.1%至1019万元（澳门元，
下同），当中86.5%来自摊位租金，政
府/机构资助占13.0%；支出亦上升
84.6%至880万元，用于展场制作及
布置和宣传及公关分别占34.1%及
32.9%。收入扣除支出政府和机构

资助后录得7万元盈余。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

第一季展览参展商同比增加64.8%
至692个，当中本地的占96.1%；专
业观众上升 63.2%至 9153 名，有
97.5%来自本地。按368个受访参
展商的资料显示，收入中有94.1%
来自商品销售，而支出主要为摊位
租金(占 72.1%)和摊位搭建及布置
(16.5%)。

在评价方面，首季受访参展商
对展览场地的交通便捷(83.4%)及
配套设施(79.6%)表示满意的比例
按季分别上升6.5个百分点及0.8
个百分点，对主办机构宣传及推广
的满意度则下降 2.9 个百分点至
68.8%。

澳门今年首季会展参与人数上升近两成

澳门身份证明局代表演示一户通使用“我的照片”办理旅行证件。
图片来自澳门特別行政区政府网站

据澳门媒体消
息，“我的照片”功能
25日已在新版“一户
通”上线。同日，澳门
身份证明局、澳门教育
及青年发展局、澳门体
育局、澳门行政公职局
和澳门市政署举行联
合记者会，介绍新版
“一户通”有关详情和
提供的新服务。

据介绍，新版“一
户通”新增的“我的照
片”功能，可让澳门市
民自拍或上传照片至
“一户通照片库”，通
过“一户通”提交近
照。新功能的推出，
为日后办理政府线上
服务或于线下公共服
务提供便利，推动线
上线下融合新模式。

各部门代表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版“一户通”有关详情和提供的新服务。

牛油果烟肉牛角包。
黄金海岸特调。

图片源于澳门旅游局

澳式白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