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应最新疫情评估及快速抗原检测发
现阳性个案，澳门应变协调中心宣布，23日
早9时至24日晚上12时之间进行新一轮全
民核酸检测，争取在39小时内完成。预约
系统23日早7时开通，争取在25日上午9
时出全部结果。核酸检测期间将向每名受
检人士派发两个快速抗原检测套装。该中
心呼吁居民前往核酸检测前先在家中检测
一次抗原，倘结果呈阳性则不能前往接受核
酸检测。

关爱站凌晨设一般通道供居民预约

此次全民核酸检测的对象、站点及流程
基本与上轮一样。全澳共设有53个检测
站，包括32个一般站、7个关爱站及14个自
费站。全民核酸测检对象包括23日早9时
前已检人士。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需于离
开接种场所至少24小时后方可采样。

此次有一项特别安排，即7个关爱站
（包括街总社区服务大楼、慈幼中学、望厦体
育馆三楼、塔石体育馆B馆、澳门坊众学校、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运动场乒乓球室及石排
湾公立学校）于凌晨1时至5时特设一般通
道供居民预约核酸检测。

持黄码人士可在检测站采样

全民核酸检测预约系统已开通。卫生
局相关负责人呼吁居民准时到场。如有需
要，最多只能提前一小时检测，逾时须重新

预约。持黄码人士可在核酸检测站采样，持
红码人士需到指定地点采样。倘出现发热
或其他症状，需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就诊。长
期卧床或行动不便人士，建议优先请亲友协

助，仍有困难者可致电社工局24小时热线
28261126求助。

澳门应变协调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24
日晚12时后仍未采样的在澳人士健康码将

转为黄色，并由警察送至指定地点检测，在
原地等候至检测结果阴性才能离开。拒绝
检测者须接受14日指定地点医学观察。

出门测核酸前先自测抗原

为降低全民核酸检测造成的病毒传播
风险，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呼吁居民参与核酸
检测前先做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往检测
站。如结果为阳性，应透过申报平台通知当
局，勿前往检测站。因病毒有潜伏期，建议
22日完成核酸检测的重点区域居民或重点
人群也预约24日的核酸检测。

少聚两周有助防疫

罗奕龙回应为何要启动第二次全民核
酸检测时表示，每项工作都是根据疫情研
判结果展开的。防控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出
病患和密接人群。找出社区的潜在个案主
要是通过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然而，抗
原检测敏感度较低，未必能发现所有病人，
抗原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士也要进一步复
检。基于首次全民检测和抗原检测的情
况，故决定再做新一轮全民核检。罗奕龙
强调减少聚集是减少疾病传播的最好手
段，居民若能坚守两星期对防控工作绝对
有帮助。

此次疫情需开展多少次全民核酸检
测？罗奕龙表示，会根据疫情研判来决定核
酸检测及抗原检测次数。

澳门进行第二轮全民核酸检测
争取在39小时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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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3日早上9时，澳门
本轮疫情阳性个案增至110例。当局公布
最新红黄码区，新增红码区氹仔花城利盛大
厦及林茂塘都汇，现有红码封控区共14个、
黄码防范区共5个。镜湖住院部一名患儿
的母亲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儿科病房工作
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阴。

上述负责人表示，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当局共跟进4109人，其中，密切接触者554
人、非核心密切接触者（即共同轨迹人士）
2496人、次密切接触者279人、一般接触者
108人、陪同人员562人。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仍在进行中，应变协调中心将会在抗疫专
页上载阳性个案的行程供市民参阅。

红码封控区：艳丽大厦（亚利鸦架街
66-66C）、PADRE Modern Cuisine（澳门
南湾大马路251号，德丰大厦地下B,C铺）、
达昌大厦（亚丰素街33-35G）、栢威大厦第
二座（贾伯乐提督街146）、潮福中心（高地乌
街23号）、超级花城（奥林匹克大马路177-
259，埃武拉街10-72）、湖景花园（罗飞勒前
地/烧灰炉口 16-18）、林记烧味（义字街 40
号）、澳门国际中心（第六幢）（马六甲街124
号，海港街93-103号，友谊巷82号）、逸丽大
厦第六座（台山中街 302）、万利楼（S,T 座）
（黑沙环第三街6号）、财神酒店（广州街49-
63号，佛山街48A-78号，殷丰素王前地76-
90号）（备注：栢涛停车场正常开放）、林茂塘
都汇（沙梨头海边大马路331-339号,林茂海
边街 330-342 号,林茂海边巷 15-31 号）、花
城（利盛大厦）（南京街73号）。

红码封控区管制措施：实施健康码红码
管制；就地进行核酸检测，暂时安排第1、3、
7天做核酸检测，第2、4、5、6天做快速抗原
检测；除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士准进不准出，
只能最低限度活动，例如在指定地点领取配
给品；实行全限制封闭式管理，并根据实际

情况就地隔离医学观察或转移至适当地点
接受集中管理医学观察。

黄码防范区：信利大厦（亚利鸦架街
64-64B）、泉丰楼（亚丰素街38-40A）、德丰
大厦（澳门南湾大马路241-253号）、德荣大
厦（亚丰素街 37-45）、文兴楼（亚丰素街
31C-31G）。

黄码防范区管制措施：实施健康码黄码
管制；现场即时进行核酸检测，首次核酸检
测须在24小时内完成；暂时安排第1、2、3、
5、7天做核酸检测；实施离境限制，并需进行

最少14天的密切健康监测及自我健康管理。
镜湖住院部有一名患儿母亲确诊新冠

病毒感染，有一批医护人员需要隔离。院方
回应指出，镜湖医院22日傍晚收到疾病预
防及控制中心（CDC）通报，住院部7楼儿科
病房一名患儿的母亲核酸检测结果呈阳
性。该患儿因发热，诊断为甲型流感于本月
19日入院，住院期间由工人陪护，母亲曾到
病房探视。镜湖医院收到CDC通报后即启
动应急预案，遵照CDC指引为患儿及陪人
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按CDC指示

安排患儿转到政府医院隔离观察。院方遵
照CDC的流行病学评估，暂未有儿科病房
的工作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为降低风
险，按CDC建议，院方为儿科病房工作人员
再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亦全部为阴性。另
外，第一轮全民核检期间，医院全部员工核
酸结果为阴性。

镜湖医院相关负责人指出，本轮疫情出
现后，院方随即加强门急诊和病房的防控措
施，并发出通告取消病房探视，希望居民理
解配合，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澳门阳性个案逾百例
现有红码封控区14个、黄码防范区5个

古老的历史与璀璨的繁华，在澳
门这片土地上交融共生。澳门历史城
区就是一片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历
史街区，包括20多座历史建筑，并由
相邻的广场和街道连接而成，于2005
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
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感受这片街区
的厚重历史和独特魅力。

◆圣若瑟修院大楼及圣堂◆
圣若瑟修院于 1728 年由耶稣

会士创办，与修院毗邻的圣若瑟修
院圣堂于1758年落成，本地人称它
为“三巴仔”，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
特色。

◆岗顶前地◆
岗顶前地古称磨盘山.该地段虽

然不大，但自然环境清幽典雅，人文宗
教景观荟萃，加上由碎石铺成的波浪
图案路面，散发着浓郁的欧陆情调。

◆岗顶剧院◆
岗顶剧院原称伯多禄五世剧院，

建于1860年，但当时只建成主体部
分，至1873年才加建具新古典主义
建筑特色的正立面。它是中国第一
所西式剧院，供戏剧及音乐会演出之
用，也是当年葡人社群举行重要活动
的场所。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 独特的魅力（二）

为加强雅廉访大马路及罅些喇提督大马路的雨水
管道的排水能力，澳门市政署将于25日起动工建设雅
廉访大马路排洪雨水管道下游管段扩容工程，并协调各
专营公司铺设管线，减少日后重复开挖。工程安排于暑
假期间进行，尽量减低对交通影响，期间有临时交通安
排，敬请居民留意。

工程将于雅廉访大马路及罅些喇提督大马路交界
处，以及沙梨头海边大马路与罅些喇提督大马路之间的
一段雅廉访大马路建造一条直径1100毫米、长度约67
米的雨水排水管道，连接到沙梨头海边大马路的现有雨
水箱涵，以加大雨水管道的排洪能力，改善该区及邻近
街道在暴雨期间可能出现的水浸情况。

工程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工程工期约50日，于
6月25日至7月19日于雅廉访大马路及与罅些喇提督
大马路交界路口、往狗场方向行车道进行建造渠道工
程；7月20日至8月13日，于同一交界路口及往红街
市方向行车道进行建造渠道工程。第二部分工程同
期进行，由6月25日开始，将封闭沙梨头海边大马路与
罅些喇提督大马路之间、往圣心学校方向的一段雅廉访
大马路进行建造渠道工程，直至整项工程完成，工期约
90日。

由于工程涉及交通主要干道，难免影响公众出行，
工程安排于暑假期间进行，并分三个阶段实施临时交通
改道措施：

第一阶段由6月25日上午10时至7月19日，靠向
南益工业大厦的一段雅廉访大马路和提督马路实施封
闭交通，除进出停车场之车辆外，其他车辆不得通行；沙
梨头新街与白朗古将军大马路之间的一段飞喇士街实
施单一方向行车（由沙梨头新街往白朗古将军大马路方
向），由高士德大马路往美副将大马路之车辆建议绕道
俾若翰街或连胜马路前往。

第二阶段由7月20日上午10时至8月13日，靠南
益工业大厦的一段雅廉访大马路维持封闭交通，飞喇士
街也维持单一方向行车；提督马路近雅廉访大马路的路
段将实施封闭交通，提督马路与罗若翰神父街之间的一
段雅廉访大马路（靠向高美士大厦一侧）则改为无出口
道路。

第三阶段由8月14日至9月22日，只有靠南益工
业大厦的一段雅廉访大马路维持封闭交通，沙梨头海边
大马路近南益工业大厦的路口则会实施有限度通车。

市政署将严格监督工程进度，争取尽快完成工程。
同时，提醒居民留意并配合临时交通安排，遵守现场指
示。市政署及交通局将密切留意施工情况，着力做好协
调工作，减少工程对交通和道路使用者的影响。

雅廉访雨水管道扩容工程周六动工

分三阶段实施
临时交通改道

为配合实施《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中药
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施行细则》，澳门特区政府社会
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作出批示，委任17名内地及澳门的专
家担任“中成药审评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当中包括中
药注册审评、中药质量研究、临床医学、临床中药学、药代
动力学、药物检验及质量标准制订等领域的专家。

根据规定，该委员会成员须由在澳门或外地的公共
或私人领域担任专业技术职务至少10年并具备适当专
业操守的中医药范畴专业人员，以及其他具备适当能力
的专业人员担任，主席和成员的任期均为3年，可续期。

中成药审评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呼吸系统
疾病专家钟南山担任。

专家顾问委员会依法负责就中成药注册的许可、拒
绝、续期、更改、中止和注销，以及中成药的质量、效用及
安全性评估等发表专业意见，支持药物监督管理局作专
业决策。

澳门特区政府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体现了对专家
资源的重视，亦是开展中成药注册工作、支持中药产业
发展的基石，标志着澳门中成药审评及创新发展进入新
里程，将有助推动澳门中药产业发展。

澳门成立中成药
审评专家顾问委员会
钟南山任主席，任期3年

澳门消费者委员会与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持续巡查，
目前粮油等民生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超市应根据
销售情况及时将货品上架，呼吁居民勿过量购买。

消委会调查了全澳43间超市的13类、300款货品
价格，最新的超市物价报告会上传至消委会网页
（www.consumer.gov.mo）及“澳门物价情报站”供消
费者参考比较，建议消费者善用“澳门物价情报站”各项
格价功能货比三家。

经科局及消委会与各供应及零售商保持密切沟通，
确保各项民生必需品的供应链运作畅顺，经科局已要求
全澳35家超市百货类零售集团的286间分店采取临时
限购等措施，确保供应稳定及购物秩序，并根据销售情
况及需求量尽快补充货品，同时提醒按照卫生当局指引
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经科局与消委会持续密切关注市面情况，严厉打击
哄抬物价及囤积居奇的行为，以确保澳门民生物资的供
需秩序正常，保障居民消费权益。

持续加强市场巡查
严打哄抬物价行为
澳门粮油等民生物资供应足价格稳

23 日凌晨，
氹仔南京街花城
（利盛大厦）被封
控，多名身穿防
疫保护服的人员
在出入口驻守。

澳门启动第二轮全民核酸检测。

岗顶前地。岗顶剧院。

圣若瑟修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