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阳性感染者增至近400例
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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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近日举行的支持建筑业企业高质
量发展政策宣传贯彻会上获悉，为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合作，广东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近期将组织建筑
业有关协会和龙头骨干建筑业企业
赴澳门参加高峰论坛，多渠道帮助
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近年来，广东建筑业市场环境
不断优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各项主要指标位居
全国前列，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
越来越突出。目前全省具有资质的
建筑企业达5.4万家，2021年全省
建筑业总产值达到2.13万亿元，位
列全国第三。今年上半年，广东建
筑业总产值预计超过8000亿元。

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
港澳建筑企业和专业人士通过资格
互认或申请，取得相应资质后可在

内地执业，多家澳门建筑工程领域
专业企业获从业资格证书。广东推
动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合作，多
渠道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指
导组建广东省建筑装饰“走出去”产
业联盟，推进建筑装饰全产业链融
合发展。组织建筑业有关协会和龙
头骨干建筑业企业赴香港和澳门参
加高峰论坛，并参加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项目对接活动。

会议强调，广东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将实施建筑业企业品牌培育计
划，争取用1至2年时间培养百家
工程总承包以及300家专业领域龙
头骨干企业。支持企业申报公路、
水利、能源、环保、通信等资质和市
政总承包资质，助推广东网络型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

粤澳携手助建筑业“走出去”
澳门建筑工程企业参与内地市场实现重大突破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近日
刊登第 25/2022 号行政法规《电
力供应公共服务收费制度》，该法
规将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起正式
生效。

为推动节能减排并逐步引入
清洁能源，特区政府积极开展环保
工作，按未来电动车应用方向，新
建公共停车场、公共楼宇的全部停
车位将预留充电容量及基础设施，
并完善现有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推
动在私人楼宇中加装充电设施。
同时，鉴于现行第35/86/M号法令
规定的计算电力出售价格收费办
法制度实施已久，为落实“用者自
付”及“多用多付”原则，特区政府
制定《电力供应公共服务收费制
度》行政法规，并废止第35/86/M
号法令。

新法规完善了电力供应公共
服务收费制度，制订各收费类别
计费的公式和收费时段，新增高
压收费组别。此外，新增运输工
具充电收费规则，根据耗电特点
分为公共充电收费及一般充电收
费。

根据行政长官有关批示，在
公共停车场或公共泊车处为运输
工具充电，按收费时段及额定输
出功率，有功电能的费用为 1.42
澳门元/千瓦时至 4.4 澳门元/千
瓦时，一般充电的有功电能费用
为 0.817 澳门元/千瓦时至 1.552
澳门元/千瓦时，并须按用户合同
计算视在功率的费用。另外，除
了公共照明收费按相关法规的规
定而调整，其他收费组别的收费
维持不变。

推动节能减排 普及清洁能源

电力供应公共服务收费制度
将于7月生效

首届澳门“盛世杯”暨粤港澳大
湾区多元化电竞产业·元宇宙国际
高峰连线论坛近日在深圳以线上方
式发布启动。

此次“盛世杯”由环球电竞产业
协会（澳门）以及深圳市科技交流服
务中心联合主办，澳门澳新电竞产
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中和盛
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睿乃颂
洋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哈尔滨工
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承办，由“科创中国”大湾区联合
体等机构指导。

首届“盛世杯”电竞赛事项目将
在粤港澳大湾区举行。“盛世杯”组
委会将从中国“电竞政策解读”和

“电竞经济解析”两方面入手，未来
服务于国内外机构及相关政府，并
进一步推动澳门成为中国的国际电
竞之都。

环球电竞产业协会（澳门）会长

华子锋表示，澳门发展电竞产业的
优势，既能够辐射内地市场，又可以
对外与国际市场接轨，更好地完成
中央赋予的“中西文化交汇中心”的
战略角色。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6月至11
月期间，将持续开展“科普湾区·电
竞精神”连线研讨。通过“盛世杯”
为中国电竞发展的后续各项标准制
订、试行，做好前期调研和准备工
作。12月将在澳门举行“中国电竞
多元发展产业·成果汇报·国际颁奖
礼”。

此次连线论坛邀请中国企业家
创新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生产力学
会策划专家委员会全国专家委员李
羿锋等相关领导专家连线发言，另
外还有内地电竞产业精英等诸多代
表参与发言，就电竞新丝绸之路文
化出口、红色电竞基地等内容开展
分享。

首届澳门“盛世杯”暨大湾区电竞论坛启动

推动澳门成为国际电竞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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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于2005年被列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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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堂大楼

仁慈堂由澳门首任主教贾尼路创立于1569年，负责慈善救济工
作，故名“仁慈堂”。成立后，仁慈堂开办了中国第一间西式医院白马
行医院，并设育婴堂、痳疯院、老人院、孤儿院等机构。仁慈堂大楼修
建于18世纪中叶，至1905年形成今天的面貌，具有新古典主义建筑
风格。

▶大堂（主教座堂）

该堂大约于1622年以三合土建造。主祭坛空间深远，设计简
单，仅仅以彩色玻璃窗为背景，祭坛下面掩埋着16世纪至17世纪的
主教和圣徒遗骨。

▶卢家大屋

卢家大屋位于大堂巷七号，是澳门著名商人卢华绍（卢九）家族
的旧居。据屋内左次间天井檐口的题诗年份推断，该建筑约于清光
绪十五年（1889 年）落成。卢家大屋是用厚青砖建造的中式两层建
筑，是典型的中式大宅，也是晚清时期粤中民居温婉纤细建筑风格的
典型。

▶玫瑰堂

由圣多明我会（道明会）创建于1587年，是该会在中国的第一所
教堂。教堂初时用木板搭建，华人称之为“板樟庙”。又因教堂供奉
玫瑰圣母，故又称“玫瑰堂”。整座教堂建筑富丽堂皇，其巴洛克建筑
风格的祭坛更是典雅精致。教堂旁的“圣物宝库”收藏了三百多件澳
门天主教珍贵文物。

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
风险，澳门邮电局于6月27日至7
月1日暂停对外开放各服务点，包
括邮政总局及各分局、邮政储金
局、电子认证服务注册署以及无线
电牌照业务，函件派送服务也会暂
停。通讯博物馆维持闭馆直至另
行通知。

无线电费用缴纳方面，上述
服务暂停期间到期而未能缴纳的
无线电费用将安排适当延期。而
特快专递邮差 27 日起恢复派递

服务，免除收件人（个人客户）签
署，并于派递邮件后记录派递情
况。

根据特区政府分区分级精准防
控方案及封闭和管控措施，邮电局
将保存封控区域的邮件，并在解除
封闭措施后，尽快恢复该区域的派
递工作。

邮电局总部大楼（澳门议事亭
前地）大堂接待处将放置文档收集
箱，7月1日下午5时30分前如有
急件，可前往上述地点递交。

澳门邮电局各服务点本周暂停对外开放
特快专递27日起恢复派递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
调中心(下称“应变协调中心”)27日
通报，截至27日18时，澳门新一轮
疫情已累计发现391例核酸检测呈
阳性的病例。为防范病毒在社区传
播，澳门从27日上午9时至28日下
午6时开展针对此轮疫情的第三次
全民核酸检测，同时将核酸检测站
点增加至61个，并向每位市民派发
5个快速抗原检测包和10个KN95
口罩。

截至27日上午8时，澳门防疫
部门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
8283 人，其中密切接触者 1102
人，非核心密切接触者（即共同轨
迹人士）5550 人，次密切接触者
296人，一般接触者337人，陪同人
员641人。

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透
露，钟南山院士团队26日表示，新冠
变异病毒BA.5传播力非常强，认为
澳门作出了迅速应对。但由于感染
规模上升迅猛，需要进一步增加检
测点、加强流调、清理病毒传播链，
尽快扑灭疫情。

疫情不断向社区蔓延

欧阳瑜称，从疫情的数据来看，
目前病毒正不断在社区蔓延，前两
轮的全民核酸检测、重点区域和重
点人群核酸检测，以及全民快速抗
原检测等措施，均发挥了作用，有助
于社会面的疫情管控。而特区政府
也听取了钟院士团队的意见，全民
核检时增加核酸检测站点，尽可能
减少每一个站点的人流量，减少人
群聚集。

应变协调中心会评估疫情扩散
程度，有选择性地进行封区，例如部
分酒店会先封区，再要求酒店停止
运作，安排里面的人隔离。

欧阳瑜表示，之前主要的爆发
点在高士德和亚丰素街一带，然后
目前转移到北区区域，当局会根据
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她再次呼吁市
民配合政府相关工作，除购买生活
必需品之外，其他时间尽量不要外
出。另外，欧阳瑜还提醒市民出门
进行核检前，要先做抗原检测，如呈
阳性，其本人以及家人应留在家中。

呼吁私人企业尽量居家办公

对于私人企业是否要求停工，

欧阳瑜表示，当下疫情与 2020 年
初不同，如今澳门全民疫苗接种率
已达90%，奥密克戎的特性与以往
病毒株也有所不同。现在会结合
不同手段，以疫苗、药物、奥密克戎
特性来作出研判，作出需要采取的
措施。

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则表示，
目前是关键时候，希望私人企业或机
构雇主尽量让员工居家工作，减少雇
员往返工作地点，特区政府决定暂时
关闭公共部门非紧急服务，就是想向
私人企业释放居家办公的信息。

核检前先自测抗原

澳门教青局表示，新一轮全民
核酸检测于27日上午9时至28日
下午6时开展。此次全民核检的核
检站增加至61个（之前为53个），包
括41个一般站、13个自费站和七个
关爱站，另外还会持续增派更多的
公务人员加入工作团队。

教青局表示，市民需自备环保
袋，在全民核检站内领取快速抗原
测试套装和KN95口罩，没有领取的

将不设补发。新一轮的全民核检每
名市民会获发5个抗原测试包和10
个KN95口罩，由于KN95口罩较不
透气，不建议小孩使用。

教青局还强调，出门前，市民应
进行自我抗原检测，如果阳性，本人
和同住人留在原位，电话通知相关
部门，耐心等候检疫和核酸检测安
排。进入核检站时应出示快速抗原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健康码或检测结
果阴性的照片，否则不能入站。教
青局呼吁，因天气炎热，市民按预约
时段到场即可。

流动采样车首次投入使用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为便利市
民采样，减少跨区流动，本次全民核
检增设1辆流动核酸采样车，车内设
有4个采样台，首阶段将轮流在路环
各个居民居住区停泊，当地居民可
留意停泊时间，就近采样，无需预
约。

截至 27 日下午 1 时，共采样
534 人，采样现场秩序良好、运作
顺畅。

大堂（主教座堂）

玫瑰堂 卢家大屋仁慈堂大楼

澳门非前线公务人员到红码封控区支援。

澳门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现场。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 独特的魅力（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