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消息，为持续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
把握投资机遇，深化粤澳经贸合作，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联同广东省商
务厅于5月26日至27日在澳门合办“粤澳经贸合作推介会”，通过政
策宣讲、营商环境推介、企业分享、商业配对、商务参观等方式为粤澳两
地企业提供多元合作交流平台。此次推介会吸引了粤澳商协会和企业
代表逾150人参与。

澳门贸促局与广东省商务厅合办经贸活动

粤澳经贸合作推介会
深化两地企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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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经贸部门合作
助力企业把握商机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表
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国家战
略部署的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充分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推动大湾区建
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广东将全
面深化与澳门的经贸交流合作，全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提升投资贸易
便利化水准，努力为广大企业提供更
有力保障和更优质服务。

澳门贸促局代主席余雨生表示，
2021年大湾区经济总量已经增长至
12.6万亿元人民币，较4年前增长约
23%，反映了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内生
动力不断增强。相信粤澳两地企业能
继续一起努力，共同把握好粤港澳大
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新
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推介会上，广东省商务厅外资管
理处三级主任科员庞耿业就广东省最
新外资政策作详细宣讲，澳门贸促局
投资者服务厅高级经理陈家齐也对澳
门营商环境进行介绍，让与会者进一

步认识两地的政策优势及营商机遇。
粤澳商协会代表在推介会上分享营商
经验。推介会还设有商业配对洽谈环
节，为粤澳企业提供交流合作平台，促
进经贸往来。

组织粤企实地参访
带火“澳门制造”

为做好“澳门制造”“澳门品牌”
“澳门设计”品牌形象宣传，澳门贸促
局于27日组织“走进澳门”商务考察，
安排多家粤企实地参访澳门中医药大
健康及精酿啤酒生产厂房，并深入社

区，探索澳门中南区的多家“商汇馆”
展商门店，感受澳门文创、珠宝首饰及
手信饼食的特色及优势，开拓粤澳合
作商机。

此外，澳门贸促局还为有意愿在
大湾区内地9市及合作区开业投资的
澳门企业提供商事登记便利服务，同
时也提供投资咨询及转介服务，协助
澳门企业开拓市场。

展望未来，澳门贸促局表示，他
们将持续举办各类型的市场拓展讲
座及活动，助力澳门企业创新转型，
把握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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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5月30日电 澳门特
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30日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1至4月澳门对外商品贸
易总额共567.1亿元（澳门元，下同），
较去年同期（475.9亿元）上升19.1%。

据统计，今年1至4月总出口货值
为50.7亿元，按年上升12.4%；再出口
（43.4亿元）及本地产品出口（7.4亿元）
分别增加10.3%和27.1%。总进口货

值为516.4亿元，上升19.8%。首四个
月的货物贸易逆差为465.7亿元，较去
年同期（385.8亿元）增加79.9亿元。

具体到 4 月，货物出口总值为
11.9 亿元，按年上升 13%。再出口
（9.6 亿元）升幅为6.6%，本地产品出
口（2.3 亿元）上升50.7%。货物进口
总值按年下跌3.1%至131.8亿元。4
月的货物贸易逆差为119.9亿元。

1至4月澳门对外商品贸易总额567.1亿澳门元

同比上升19.1%

摊位游戏、传统购物体验坊、佑
汉办公室寻宝、电路赛道……博物馆
除了陈列着丰富的馆藏供居民追溯
历史外，如今，它正以各种方式融入
现代生活。特别是众多博物馆文创
产品的流行，让我们见识到了“博物
馆的力量”。

记者从澳门文化局获悉，为响应国
际博物馆日号召，澳门20家博物馆联合
举办文博界年度盛事“2022澳门国际博
物馆日嘉年华”，开幕仪式于5月29日
在佑汉街市公园举行，并进行“一馆一故
事：以声音表达博物馆的力量”播客比赛
颁奖仪式。活动现场设有澳门旅游吉

祥物“麦麦”登场表演和少年咏春武术助
兴，还有摊位游戏、工作坊、导赏及微信
游戏抽奖等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据了解，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主
题为“博物馆的力量”。各博物馆秉持
提供文化体验与服务公众的初心，尝试
通过不同的方法与媒介，展现澳门各博
物馆的独特文化底蕴，在社区注入文博
力量，深化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

今年参与嘉年华的各个博物馆均
设有丰富活动。各个博物馆还设有工
作坊包括梦回澳门记忆（佑汉区）、亲
亲小昆虫VR体验以及文化导赏游
等。

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开幕

文创出圈，见证“博物馆的力量”

5 月 27 日，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
澳门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下跌8.9%。
分析指出，经济下行是整体需求转
弱所致。

一季度入境澳门旅客人次按年上
升8%。但由于留宿旅客人次下跌，
服务出口下跌4.7%。货物贸易保持
畅顺，货物进口及出口按年分别上升
29.0%及56.8%。

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以及就业

市场疲弱，居民在耐用品及半耐品方
面的支出下跌，拖累本地最终消费支
出按年下跌2.2%；外地最终消费支
出下跌10.8%；整体个人消费按年下
跌2.7%。

据统计，澳门特区政府最终消费
支出按年下跌2.0%，其中购入货物及
服务净值下跌6.9%，雇员报酬则上升
1.3%。公共投资上升40.6%，主要因
公共房屋、第四条跨海大桥及离岛医
疗综合体的工程投资增加。

澳门一季度入境旅客上升8%

据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消息，
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7/2022号行
政法规《教育基金》，学生福利基金、教
育发展基金及高等教育基金将于
2022年6月1日合并为教育基金。此
举将优化组织架构，更好管理及有效
运用资源。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现
正积极跟进前述三基金合并前的准备
工作，确保三基金的行政、财务及各项
资助的工作顺利过渡至教育基金。

据悉，2021/2022学年原由学生
福利基金、教育发展基金及高等教育
基金提供的各项资助计划，将过渡至
教育基金继续执行。此前已向三个基

金提交的资助申请及已获批的资助申
请仍然有效，并将由教育基金继续处
理。

此外，在教育基金成立后，大专助
学金的还款人仍可继续向原学生福利
基金设于大西洋银行或中国银行的账
户还款，有关账户名称将于2022年6
月1日起，同步更名为“教育基金”。

该基金旨在配合特区政府的教育
制度及教育发展政策，在基金可动用
预算资金范围内，将向学生提供助学
金和福利，有助于保障和提升教育素
质、学生综合能力及竞争力的各类项
目以及活动。

优化组织架构 有效运用资源

澳门教育基金6月1日合并成立

据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消息，为加
强粤澳经贸合作、助力企业推广品牌，
由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
合办的“2022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7
月29日至31日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
会展A馆举行。今年将持续鼓励符合
条件的澳门中小企参展，有意愿参展的
企业可于即日起至6月2日报名。

据澳门贸促局介绍，本届名优商
品展将继续以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
行，在展销粤澳特选优质商品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商业配对服务，提升展

会层次及内涵，发挥产业联动效应。
据悉，本届名优商品展涵盖食品、

餐饮、大健康、科创、家电、日用品、文
创、老字号、“一带一路”特色商品等品
类，其中澳门制造、澳门品牌、代理葡
语国家产品、商汇馆和葡语国家食品
展示中心的企业属优先招展对象。

报名参展时间由即日起至6月2日，
有意向的澳门中小企业可通过澳门贸易
投资促进局活动项目网上申请系统进行
报名，或前往澳门友谊大马路918号世
界贸易中心4楼递交参展表格。

“2022粤澳名优商品展”启动招商

涵盖食品科创家电等多个种类

据澳门基金会消息，澳门基金会于
5月30日开始接受“内地、港台交流项
目资助计划”及“国际交流项目资助计
划”第二轮申请，受理未在首轮申请期
提出申请，且于9月至12月开展的项
目。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20日。

据澳门基金会介绍，今年继续推
进改革资助制度，采用集中申请、统一
评审的模式受理申请，申请包括有去

年底推出“文化项目”“社团运作经费”
“社区活动”“学术项目”“内地、港台交
流”及“国际交流”共6个专项资助计
划。

当前，相关章程已上载基金会网
页。申请者须先在网上资助申请平台
提出申请并预约提交申请文件时间，
于申请期内将已签署及盖章的申请表
交回基金会。

2022年交流项目资助计划
接受第二轮申请

与“麦麦”拍照留念
完成指定任务可换礼品

参观者于6月1日可免费入场
参观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并有机会
与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拍照留
念。在完成指定“简易任务”或“升
级任务”后，参观者即可免费换领精
美礼品。

参与打卡任务的参观者需于当
天在博物馆内与任何展品、互动游
戏或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拍下最
少一幅照片或影片，将照片或影片
分享到博物馆指定的社交平台，将
图文设置为“公开”或分享至朋友
圈，并集齐指定数量的点赞。“简易
任务”需集齐20个，而“升级任务”
需集齐40个。

完成任务后，参观者可于6月1
日当天上午10时至下午6时到博
物馆地库层询问处，向现场职员出
示分享至上述社交平台的图文集赞
情况以换领礼品，每人只可换领礼
品一次。

增设互动小游戏
精彩摄影展齐庆周年

6月 1日当天，澳门大赛车博
物馆还会推出“冲线一刻”扩增实
景互动小游戏，参观者只需通过手
机扫描窗边柱上的二维码，即可化
身为挥旗手。通过手机对准长廊

地上贴上的终点线，便可亲身体验
赛车冲线一刻，感受难以想象之速
度快感。

6月1日至7月4日，澳门大赛
车博物馆将展出“老爷车、电单车巡
游及车展”摄影比赛的作品，庆祝开
幕一周年。

由中国－澳门汽车总会主办及
澳门摄影学会协办的“老爷车、电单
车巡游及车展”摄影比赛，将于6月
1日下午6时30分在大赛车博物馆
举行颁奖。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

时间：10：00-18：00（最后入场
时间为17：30，逢星期二休馆）

地址：澳门高美士街431号

附近巴士路线 ：1A、3、10、
10B、23、28A、28B、28C、29、32

不知不觉间，澳门大
赛车博物馆已经扩建开幕
一周年。在今年“六一”儿
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澳门
大赛车博物馆将举办特备
庆祝活动，众多活动精彩
纷呈。还等什么？赶紧约
上亲朋好友，来澳门大赛
车博物馆打卡吧。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迎扩建后开幕一周年

“麦麦”现身 邀你齐庆祝

粤澳商协会和企业代表逾150人与会。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供图

现场配对洽谈，探索合作机遇。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入场登记处。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内活动场景。 澳门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