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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进入实时预防状态

社区出现确诊 四大厦被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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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
变协调中心19日零时许发出新
闻稿表示，18日发现本澳社区
有核酸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
（后证实确诊）。已立即采取各
项管控措施。呼吁居民尽量留
在家中避免外出，同时做好个
人卫生防护措施。民防行动中
心19日凌晨一点宣布澳门进入
实时预防状态。警方及卫生局
人员先后围封亚丰素街附近及
南湾大马路一大厦，登记住户
资料。

登记住户资料

民防行动中心19日凌晨一
点宣布，按照行政长官批示，根
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
中心评估，澳门面临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社区传播及爆发的风
险极高。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
在澳门的传播，保障居民生命
及财产安全，根据《民防法律制
度》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及第
十一条第一款（七）项的规定，
宣布自19日凌晨一时起，澳门
特别行政区进入实时预防状
态。

19日凌晨零时许，大批警
员及身穿防护服的人员到场，
围封了亚利鸦架街64号信利
大厦、66号艳丽大厦和亚丰素
街 38 号泉丰楼共 3 座大厦。
有身穿防护服及卫生局人员
进入大厦内。警方实时在场
设登记柜枱，检测人员搬来检
测及采样设施与物料，为封控
及现场采样做准备。

德丰旁餐边厅列红区

南湾大马路德丰大厦周边
18日晩亦采取封控措施，大批
警员及身穿防护服人员到场，
登记住户资料。据现场消息
称，德丰大厦暂列作黄区，旁边
餐厅被划为红区，只进不出。
现场所见，警员及防疫人员进
入德丰大厦地下一餐厅，有相
信曾逗留在店内的人士被送上
卫生局车辆。另外，有相信该
大厦的住户购买物资返回住
所。

德丰大厦中层住户梁小
姐表示，18 日晚约 11 时知悉
大厦被封，虽无奈但也只好配
合。现时家中物资较少，幸好
有家人尚未下班，可协助购
买，但担心上班及小朋友考试
会受阻。

“新大陆全球购跨境电商平台与
红点积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
澳门跨境电商青年人才培训营启动
仪式”近日举行。新大陆、红点冀携
手共创澳门“互联网+”产业新模式。
双方更联合珠光集团粤澳人才培训
中心，启动澳门跨境电商青年人才培
训营，为澳门跨境电商行业输送新血
液。

中联办经济部部长陈国凯、经济
及科技发展局长戴建业、贸易投资促
进局代主席余雨生、生产力暨科技转
移中心理事长关治平、教育及青年发
展局副局长丁少雄、劳工事务局就业
厅长李丽琼、立法议员叶兆佳、澳门
中国企业协会总干事刘强、澳门发展
策略研究中心会长萧志伟、永利澳门
有限公司副主席兼执行董事陈志玲、
澳门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执行会
长邓万鸿、珠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王轶、澳门新大陆全球购跨境电
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金东、菠萝
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苏颂民
参加签约仪式。

澳门新大陆全球购跨境电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启蒙表示，新大
陆全球购项目在澳取得佳绩，助中
小微企搭建电商体验新模式，链接
行业上下游，并解决澳门商品缺乏
国际标准条形码、注册证明等难
题。未来企业将继续围绕跨境电
商，携手各界，共同打造供应链金
融、食品商品安全溯源、物流仓储等
新元素，同时把内地产品带来澳门，
并逐步推向葡语系国家、“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创互联网+新模式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
跨境电商发展充满活力，将与红点积
分平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共同推进
澳门科技行业加速发展，携手共创澳
门“互联网+”产业新模式。

菠萝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刘智龙表示，“红点平台”将秉承
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不断丰
富合作内容，提升合作层次，希望为
居民提供更便捷、更优惠、更精准、
更多元化的生活模式。另外，通过
与培训营的合作，并依托新大陆的
资源优势和技术支撑，为澳门培养
新一批科创人才，以更好推动科技
贴近、服务民生。

系列课程培育人才

珠光集团粤澳人才培训中心代
表曾妍表示，该中心立足澳门，推出
企业内训、澳门持续进修发展计划、
交流拓展项目以及现代金融、文旅会
展等热点课程，为澳门各界提供专业
化、订制化的培训服务，以实现珠澳
两地资源共享、基地共建。

澳门跨境电商青年人才培训营项
目为学员提供跨境电商岗前专业培
训、对口就业推荐等服务，构建与行
业、企业岗位对接的课程体系，提供实
战训练平台。首期培训营招募目前已
启动，课程涵盖短视频课程、主播课
程、数字便捷仓储运营课程等一系列
与跨境电商专业课程。主办方期望项
目为澳门社会、大湾区乃至葡语系国
家培育和输送跨境电商人才。

澳门工商联会葡语系国家咨询
中心委员会一行12人本月15日访贸
促局，代主席余雨生等接待。双方就
完善中葡平台功能、发挥澳门中葡平
台优势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事
宜交流。

余雨生表示，为配合完善中葡平
台功能的政策方针，当局近年致力推
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及其“三个中心”建设，并与澳门工
商业界团体保持紧密沟通，希望更有
效巩固澳门中葡平台优势。余雨生还
邀请工商联理监事领导参观“中国与
葡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展示馆”。

澳门工商联会长何敬麟表示，未
来将整合各方资源，协助中葡工商界
透过澳门平台实现对接。委员会计
划举办宣讲会、推介会或座谈会，为
企业提供最新的大湾区或葡语系国
家营商环境信息，助力中葡平台实现
更高质量的跃升发展。

工商联执行会长吴华威表示，目
前该会拥有近5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

企业会员，当中不乏与葡语系国家企
业有经贸往来的企业。未来将续配
合特区政府政策方针，加强与各方相
关部门互联互动，服务本澳工商界实
际所需。

理事长欧家威表示，未来希望助
力企业利用澳门中葡平台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秘书长兼委员会主任吴迪恒简
介委员会成立目的和未来工作方
向。委员会顾问团队均在葡语国家
工商界有一定的营商联系网络。委
员会将以联系人的角色，为企业联系
营商机遇。

贸促局执行委员李藻森，葡语市
场经贸促进厅代高级经理邓永曦、高
级技术员吴爱华，经贸项目处技术员
Paulo Carvalho，市场推广处助理技
术员林嘉雯；工商联葡语系国家咨询
中心委员会法律顾问麦兴业、崔天
立、卢伟乐，工商界委员叶朝辉、萧家
明，审计顾问李政立，银行顾问Nu-
no Rodrigues，顾问陈敬红与会。

澳门工商联访贸促局交流

助力中葡平台优势联动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与政府法
务局、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合作，澳门
基金会赞助，继续开办《澳门基本法》
培训课程，现第50期基本法培训课程
正接受报名，欢迎各界人士、青年、学
生抓紧时间报读。

上述课程将于6月27日起，逢周
一、三晚上7时30分至9时30分在基
本法推广协会会址上课，共11节课，
内容包括：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和它的
序言；澳门基本法的总则；中央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政治体制；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制
度；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化和社会事

务；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对外事务、基
本法的解释和修改；中国宪法与澳门
基本法的关系。以上课程由熟悉基
本法的专家学者以普通话或广东话
授课。报名费用100澳门元。

凡出席率符合要求并达到培训
预期目标者可全额退回报名费用并
获发结业证书。有关章程及报名表
格可到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网站下
载。报名者可于办公时间（上午9时
至中午12时30分，下午2时至5时30
分）内前往位于罗利老马路四至六号
文德大厦地下前座澳门基本法推广
协会秘书处报名，可致电28727388
查询，传真28727368。

基本法培训课程报名

澳门跨境电商青年人才培训营签约仪式。

跨境电商青年人才培训营启动

屡获殊荣的巴黎轩，位于澳门巴
黎人标志性的巴黎铁塔内，于极具现
代主义风格的餐厅装潢下，饕客可品
尝精致粤菜，同时饱览路凼金光大道
璀璨景致。中菜行政总厨雷柏现秉承
传统粤菜烹调技巧，加上其别具巧思
如诗画般的摆盘美学，有如上演一场
美轮美奂的的视觉盛宴。

为庆祝巴黎轩蝉联享负盛誉的
《黑珍珠餐厅指南》二钻殊荣，雷总
厨特别打造“黑珍珠味觉盛宴”，以
一系列招牌佳馔飨四方宾客。套餐
价格为每位1888澳门元，即日起接
受预订。

中法融合的美妙餐饮体验

巴黎轩与法文名“La Chine”一
中一法，命名已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餐
厅的独特之处：令人梦回的巴黎铁塔，
搭配传统粤菜，让宾客感受当下微妙
的文化碰撞。自开业以来，巴黎轩已
成为澳门必访打卡餐厅之一。

巴黎轩的中菜行政总厨雷柏现
来自香港，拥有超过 30 年厨艺经
验。加入巴黎轩前，雷总厨曾为其掌
舵的餐厅获得《上海米芝莲指南》二
星殊荣。雷总厨在粤菜领域深耕多
年，以传统的烹饪手法，严选顶级食
材，更秉持“不时不食”的理念为宾客
带来粤式珍馐。推荐菜式包括果木
烟燻香茅妙龄乳鸽、脆米浓虾汤波士
顿龙虾泡饭、潮式冻食澳洲大龙虾、
明炉柱候萝卜牛肋肉及金汤烩脆皮
花胶等。

雷总厨更把多款港式情怀美食带
入巴黎轩菜单，例如怀旧虾多士、脆炸
燕窝酿鸡翼、鲜沙姜生啫走地鸡煲

等。高级粤菜食府内提供港式地道菜
式实属罕见，但巴黎轩把握得恰到好
处，以上乘食材提升菜质量感的同时，
坚持以最传统的烹饪手法，令其不失

“人间烟火”。
雷总厨不仅对厨艺精益求精，亦

乐于与客人交流，了解宾客的饮食习
惯及喜好。他说：“巴黎轩坚持采用传
统烹调技艺，旨在把粤菜文化传承下
去。然而我对‘形’亦有非一般追求，
把‘诗句’及‘字画’与传统粤菜结合，
于餐盘上尽显中式典雅的画韵诗情。”

黑珍珠味觉盛宴

在雷总厨的带领之下，巴黎轩获
得《黑珍珠餐厅指南》二钻、2021携
程美食林2021全球餐厅精选榜——
钻石奖及《Hong Kong Tatler》T.
Dining 2021 最佳餐厅——澳门最
佳餐厅荣誉，彰显超凡实力。

巴黎轩多年荣膺“纪念日必吃”的
黑珍珠二钻餐厅名衔，雷总厨为此精
心打造6道菜的“黑珍珠味觉盛宴”，
让宾客踏上黑珍珠美馔品鉴之旅。旅
程以巴黎轩精致拼盘展开，包括云南
烧椒拌低温慢煮鲜鲍鱼、乳猪蜜饯云
腿三叠、日本柚子醋刺身带子和嫣红
雪梨配意大利黑醋丸子，体现了粤菜
选料广博珍奇、不拘一格的传承。

接下来，品尝一盅姬松茸葛仙米
竹笙炖花胶后，细味黑松露波士顿龙
虾伴芙蓉、麻香牛柳伴脆炸甜椒和葱
烧虾子北海道辽参伴意大利米形面
三款热菜，滋味浓郁，余香满口。最
后，温润滋补的天山雪莲燕窝蛋白杏
仁茶配黑芝麻球为这尝味之旅画上
甜蜜句号。

巴黎轩推精致粤式珍馐
为巴黎铁塔注入新气象

大批防疫人员到亚丰素街及亚利鸦架街一带严阵以待

德丰大厦旁餐厅逾十人被带走。 大批警员及身穿防护服人员到南湾德丰大厦戒备。

身穿防护服人员有序向住户登记资料。防疫人员在亚丰素街一带传送医用物资。

精美菜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