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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澳门板樟堂街德香里3号的
“瓦咖啡”，充满文艺气息。店主是个
热爱京都禅意、气质娴静的有心人，所
以拣选了单字“瓦”作为店名。店内环
境以白色和木色为主调，简约清新，让
人非常舒服。

“瓦咖啡”的旁边有一间叫“什物”
的店，适合喝完咖啡后，过去逛一逛和
店主闲聊。“什物”平常会有工作坊，出
售一些特色藏品，值得一探。

拿铁脆筒

用甜筒装咖啡，别具风格。这
款拿铁脆筒在外观上花了不少心
思，不仅咖啡可以喝，连“咖啡杯”也
可以吃。

“咖啡杯”用燕麦制作，可以安心
食用。另外，咖啡中的牛奶还有植物
奶的选项，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

青苹果特调

谁说咖啡店只有咖啡，店里的青
苹果特调就很受咖啡因不耐受人士的
欢迎。这款清新的饮品，以青苹果肉、
青柠作为材料，再加入苏打水，简约又
好喝。

在青苹果特调中，不难发现店家
精心的摆盘设计，切片的柠檬和苹果
特别适合拍照。

日落之吻

如果喝惯了意式经典，还可以品
尝一下这杯很好看的咖啡特调。

这款名为“日落之吻”的特调，用
橙汁铺底，然后用鸡尾酒的做法去特
调咖啡，橙酒混合特浓咖啡，口感丝
滑，有少许甜，味道很新颖。

抹茶忌廉红豆粒卷蛋糕

既然是京都主题，自然少不了很
有日式风格的抹茶忌廉红豆粒的卷蛋
糕。超香浓的馅料被包裹在香软的卷
蛋糕里，让人吃完后意犹未尽。

据澳门媒体消息，艺嘉国际有限
公司首创主办的“智慧+生活体验博
览”及“摩登时尚绅士汇”，将于6月3
日至5日在澳门渔人码头会议展览中
心举行。此次展览参展商户近150
家，展位近250个。

此次展览将是澳门今年首个可以
使用消费卡进行“食、买、玩”的购物展
览。展览以智慧生活和时尚品味为主
题，让“会展+科技”融入社区生活，为
观众提供科技与时尚相结合的崭新观
展体验，共度端午佳节。

据了解，本次展览形式和内容丰
富多样，包括百变家私、智能家电、品
味厨神、便捷生活、佳人专车等五大展

区。并首次引入智能机器人担当展会
大使，为入场观众提供优质服务。主
办单位表示，展览每日将送出500包
端午福米，凡年满65岁长者均可亲临
现场免费领取。

另外，大会还将推出多项互动游
戏吸引客流量，包括陆地龙舟竞
速、智能机器人体验区、儿童乐园
充气场、儿童车乐园以及特设端午
祈福香包 DIY 工作坊及端午创意
乐趣坊等。同场还有专为男士设
置的“摩登时尚绅士汇”。同时，本次
展览将首次推出啤酒劲饮大赛、真
人大富翁及少儿模特比赛等精彩活
动。

“智能+生活体验博览”周五澳门开幕

近150家展商汇聚一堂

据澳门廉政公署消息，为庆祝澳
门廉政建设30周年，廉政公署于6月
1日推出“廉洁正能量”微信问答游
戏，期望澳门居民通过游戏进一步认
识和支持廉署工作，持续为澳门廉洁
注入正能量。

问答游戏将于6月20日下午6时
结束，年满14岁的澳门居民均可参
加。据悉，澳门居民只要通过微信扫

描二维码登入游戏，在限时内答题
积分达标，即可填写个人资料参加
抽奖。游戏奖品丰富，包括小型电
子产品、家用电器及限量版廉署礼
物套装等。

游戏结束后，廉署将用电脑随机
抽出50名得奖者，并于6月23日于廉
署微信公众号公布名单，得奖者也会
获短信通知。

庆祝澳门廉政建设30周年

“廉洁正能量”微信问答游戏上线

据澳门体育局消息，由体育局及
澳门星娱乐制作有限公司主办的“永
利杯——大湾区3×3篮球巡回赛”将
由6月上旬起走进大湾区各个城市，
进行为期5个月的分站巡回预赛，并
于10月会师澳门进行总决赛。

随着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的正式
比赛项目，这项竞技运动获得了更多
的关注，参与人数也越来越多。

今年，“永利杯——大湾区3×3
篮球巡回赛”将从6月上旬起于大湾
区各城市举行分站预赛，各站前8名
将晋级10月10日至16日在澳门举

行的总决赛，届时将增设公开组及
女子组赛事，共同争夺超过70万澳
门元的总奖金。赛事将于妈阁庙前
地、大三巴牌坊、塔石广场及永利皇
宫四个地点举行。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通过大湾区巡回赛，促进各市
之间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旅游
发展。

据悉，”永利杯——大湾区3×3
篮球巡回赛”大湾区分站赛首站设在
惠州，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体育馆进行，6月4日开始
接受报名，提供64个报名名额。

大湾区3×3篮球巡回赛即将开赛

各站强手10月澳门巅峰对决

据澳门大学消息，澳门大学于5
月 28 日举行 2022 年毕业典礼，向
1800多名学士学位课程学生颁发毕
业证书。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
阳瑜致辞时表示，澳大作为澳门的公
立大学，始终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方
向。近年来，澳大在为澳门培养爱国
爱澳的优秀人才、加快科研创新和产
学研合作、积极与内地开展联合培养
项目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进一
步提升了办学水平和国际声誉。

欧阳瑜提到，去年在建校40周年
之际，澳大配合澳门特区“二五”规划，
编制了大学的五年发展规划，作为未
来发展的纲领和蓝图。她还表示，特
区政府期盼澳大能切实把规划落实到
各项具体工作中，不断强化自身办学
理念和特色，紧紧把握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的发展机遇，共同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通过区域合作提升人才培养
和产学研项目的水平。

“这一份众志成城、勠力同心，让
我对澳门大学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澳大校长宋永华表示。

毕业生代表潘然延向在场师生
分享了她的在校经历。她表示，尽
管新冠疫情打乱了生活和学习的节
奏，但大家逐渐适应并克服了疫情
带来的挑战，在较短时间内学会借
助网络实现有效沟通，这让她备受
鼓舞。

据了解，今年澳大应届学士学位
课程的毕业生有1800多名，其中有
125名来自不同学院的优秀学生完成
荣誉学院的课程。

此外，澳大国旗仪仗队当天上
午8时在澳大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
式，为全体毕业生献上祝福，各书院
毕业生代表及其亲友共同参与了仪
式。

澳门大学举行2022年毕业典礼
1800多名毕业生将投身社会建设

新华社澳门5月31日电 为提振
内部需求，纾缓疫情下的经济压力，澳
门“第三轮抗疫电子消费优惠计划”6
月1日投入使用。根据这一计划，每名
澳门居民将可获发5000元（澳门元，
下同）启动金及最高3000元立减额。

促消费、保就业、撑经济……今年
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出多项纾
困“组合拳”，加强民生保障，提振市场
活力。

据统计，截至5月30日，已有逾
54.4万名澳门居民完成电子消费登
记。记者在大街小巷看到，许多店铺
已经提前挂出“本店欢迎使用电子消
费”的广告海报，推出配合计划的优惠
活动招徕顾客。分析人士认为，电消
优惠的使用，有望刺激本地消费、扩大
内需，从而达到稳定企业经营及保障
雇员就业的政策目标。

为了全力以赴稳就业，澳门特区
政府劳工事务局采取线上线下就业对
接、增加行业专场配对会场次等多项
措施，协助本地居民就业，涉及行业包

括个人服务、酒店、高端零售、民生零
售、保安及清洁服务等。

今年前五个月，已有超过3000名
本地居民成功在就业配对会上获聘。
劳工局就业厅厅长李丽琼表示，配对
会协助不少居民找到工作，达到一定
成效，未来会就特定行业定期开办配
对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劳工
局自2020年9月起持续推出“带津培
训计划”，旨在协助受疫情影响的居
民，通过培训助其提升职业技能、投入
就业市场，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援助。
自2020年 9月至2022年 4月，该计
划合共开办了535个课程，入读人次
逾1.2万。

此外，特区政府将推出疫情期间
鼓励雇主聘用本地待业居民临时补助
计划，自6月1日至8月31日，企业在
原有本地雇员数目基础上，每增聘1名
待业超过60天的本地居民，可获一次
性为期6个月合共19968元的补助。

推动旅游业逐步复苏是当前促进

澳门整体经济稳定复苏的关键。澳门
特区政府旅游局持续推出“澳人食住
游”项目，鼓励居民游历社区感受澳门
多元旅游特色，扩大内需带动社区消
费。据统计，今年1月底至今，该项目
已先后推出35条多元本地游路线，澳
门居民积极参与本地游及酒店体验，
4个月内超过8.6万人次报名。

为推动社区经济发展，澳门特区
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同不同地区
商会先后推出“关前荟”及“悠路环”两
项活动。通过引入AR（增强现实）技
术应用与社区消费场景结合的模式，
吸引客流鼓励消费，盘活社区经济。

“宅度假”的本地旅游消费模式受到许
多澳门市民青睐。经科局表示，相信
两项社区消费活动可与“电消优惠”产
生叠加效应，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提
振社区经济。

今年一季度澳门入境旅客人次按
年上升8%。内地“五一”假期（4月30
日至5月4日）期间，澳门更迎来久违
人潮，入境总旅客达13.7万人次，酒

店平均入住率为59.5%。旅游局表
示，将承接“五一”假期的良好客况，构
思规划下半年的线下宣传推广活动及
旅游产品，吸引更多内地旅客来澳消
费游览，促进旅游业复苏。

在促就业扩消费上做加法，在企
业负担上做减法。为纾缓疫情持续
对中小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澳门金
融管理局还推动金融机构，把对中小
企业“聚易用”（聚合支付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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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金融“输血”，预计将有约2万个商
户因此受惠“减负”。这是澳门特区政
府去年10月推出的8项支援中小企
业措施之一。

“这些措施有助纾解民困，起到精
准帮扶作用。”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
事长黄国胜说，呼吁广大工商界和居
民稳住对前景的信心，克服周期性的
经济低潮，一起发扬“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的澳门精神，以行动齐消费、撑
经济。

促消费 保就业 撑经济

澳门持续推出“组合拳”为民纾困

就业配对会现场，招聘
者与应聘者进行交谈。

家长带小朋友参加
“澳人食住游”活动。

青苹果特调 拿铁脆筒

店内环境以白色
和木色为主调。

澳门大学毕业典礼现场。

简约而不失禅意

藏在澳门闹市中的文艺风咖啡店藏在澳门闹市中的文艺风咖啡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