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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阳性感染者增至414例，澳门有关部门呼吁：

减少外出接触 积极配合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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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世界文化遗产：

厚重的历史 独特的魅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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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是天主之母教堂（即
圣保禄教堂）正面前壁的遗址。

圣保禄教堂附属于圣保禄学院。
该学院于1594年成立，1762年结束，
是远东地区第一所西式大学。1835
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圣保禄学院及其
附属的教堂，仅剩下教堂的正面前壁、
大部分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阶。自
此，这便成为世界闻名的圣保禄教堂
遗址。本地人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
统牌坊，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这座
中西合璧的石壁在全世界的天主教教
堂中是独一无二的。

哪吒庙

位于大三巴牌坊后右侧，创建于
1888年，改建于1901年，庙内供奉哪
吒。哪吒庙与周围建筑相比，像一个
建筑小品，它不与旧城墙及大三巴牌
坊竞争墩厚和雄伟，而是通过简单装
饰材料以不同的虚实对比手法，体现
其轻巧别致的形象。

旧城墙遗址

葡人在澳门建城墙，最早可追溯
至明朝隆庆三年（1569 年）。从当时
澳门城市图可见，整个澳门城除西部
内港外，北部、东部及南部均建有城
墙，并于诸要塞处建置炮台，使澳门
成为一座军事防范严密的城堡。现
存的旧城墙遗址，正是当时所建的一
部分。

大炮台

大炮台创建于1617年，在1626
年建成，名为圣保禄炮台，澳门居民多
称为“大炮台”。炮台占地约一万平方
米，呈不规则四边形，是当时澳门防御
系统的核心，构成一个覆盖东西海岸
的宽大炮火防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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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27日24小时内新增57宗核酸
阳性个案，累计共414宗；新增个案中
33 宗属社区发现，24 宗属管控中发
现。其中，一名60岁女性为长期病患
者，已接种三剂国药疫苗，因呼吸不畅，
血氧含量低，验血及胸部CT进一步检
查显示双侧肺炎，经肺科会诊后，即给
予对症治疗及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治
疗。该名女性列为重症个案，目前情况
稳定。

此外，截至28日早上8时，应变协
调中心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8996
人，其中密切接触者1244人，非核心密
切接触者（即共同轨迹人士）6087人，
次密切接触者312人，一般接触者296
人，陪同人员643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目前暂分为
11个群组，新增第11个群组为新金华
美食涉7人，群组11新金华美食与群
组1有关联。另外，有48人待定或调
查中。

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已于6月27
日、28日陆续开展，对于是否会再开展
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以及是否可豁免
儿童参与下一轮全民核酸检测的事
宜。澳门卫生局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控处处长梁亦好表示，全民核
酸检测的目是及时检验出受感染人士，
以便管控传染源，减少社区传播。当社
区刚出现疫情时，任何人都有受感染的
风险，因此，每名市民都需要接受全民
核酸检测。对于市民减少外出接触社
区，特别是儿童都留在家中时，考虑到
家长可确认其儿童没有接触社区的情
况下，可研究能否豁免儿童参与下一轮
全民核酸检测。

梁亦好表示，中央政府在整个抗疫
过程中，对澳门的生活及抗疫物资通关
提供一定支持。目前，澳门整体抗疫工
作顺畅，得到前线工作人员、大量义工
朋友的帮助以及市民的配合，可以自行
应付。

警察总局警务联络及公共关系处
处长张健欣表示，如非必要，不会启动
网格化预案，呼吁市民现阶段一定要配
合政府，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家中，
外出做全民核检前，先在家做快速抗原
测试。

最新消息显示，为配合特区政府总
体防疫工作，根据卫生局6月26日发出

“本地疫情期间娱乐场等公共场所减少
传播风险的措施”指引规定，全澳娱乐
场新增多项防疫措施，包括所有进入娱
乐场范围的人员，均须持有 48 小时
（即采样日及之后2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相关工作人员上班前或进入娱
乐场前当天快速抗原检测为阴性等措
施。

此外，珠海市陆路口岸疫情防控
工作专班发布通告称，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经珠海市新冠肺炎防控指
挥办批准，自6月 28日凌晨零时起，
对经珠澳口岸（含横琴口岸）出境的
澳门外雇人员，不再签订“三天不返
珠”承诺书。

澳门疫情防控医护人员协助开
展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

澳门金融管理局27日发布的
统计显示，在2021年12月31日，
澳门居民（包括个人、政府及其他
法人，但不含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外
汇储备）持有由境外无关联实体发
行的证券投资，以当天市场价值计
算为10981亿元（澳门元，下同），
与2021年6月30日及去年同期比
较，分别增长1.9%和 7.2%。在各
类证券投资中，股权证券（包括互
惠基金与投资信托单位）、长期债
券及短期债券的市值分别为3892
亿元、6474亿元及615亿元，同比
分别上升12.4%、4.3%及6.6%。

按地区划分，亚洲仍占澳门居
民境外证券投资的最大比重，达
54.3%，其余则主要分布在北大西
洋 和 加 勒 比 海（16.2%）、欧 洲
（13.4%）、北美洲（13.0%）及大洋洲
（1.4%）等地。

据统计，投资于中国内地实体
发行的证券（包括在中国内地以外
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继续处于领先
位置，占澳门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
36.3%，市值达3982亿元，较2020
年底增加6.1%。其中，投资在股权
证券、长期债券及短期债券的市值
分别为 1329 亿元、2216 亿元及
437亿元，依次占相关投资工具类

别的 34.2%、34.2%及 71.0%。同
时，投资于香港特区实体发行的证
券比重由13.6%下降至12.2%，市
值1341亿元，减少3.6%。

澳门居民于北大西洋和加勒
比海的证券投资市值较2020年底
下跌0.1%至1774亿元，而其占总
体境外证券投资的比重由17.3%减
少至16.2%。投资于英属处女岛的
证券投资市值上升9.8%至867亿
元。

美国为北美洲证券投资的集
中地。澳门居民投资于美国证券
的市值，较2020年底上升17.9%至
1270亿元，占总体境外证券投资
的比重由10.5%上升至11.6%。

投资在欧洲的证券市值1472
亿元，上升26.7%。比重为13.4%，
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在欧洲各
国中，投资在卢森堡、爱尔兰和英
国的比重较大，相关证券市值分别
为388亿元、305亿元及278亿元。

澳门居民投资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证券的市值 936 亿元，
同比上升 19.0%，占总体境外证
券投资的8.5%。同时，投资在葡
语国家证券的市值约为 6 亿元，
分别投资在葡萄牙和巴西实体发
行的证券。

澳门居民境外证券投资逾五成在亚洲
投资内地证券总市值达3982亿元

为应对疫情形势变化，澳门银
行公会日前宣布全澳银行所有网点
暂停对外服务至周五（7 月 1 日）。
银行公会主席叶兆佳表示，银行业
将根据疫情形势，配合特区政府抗
疫、防疫，业界“停业不停工”，在银
行网点暂停对外服务期间，各银行
总部后勤团队继续为企业客户提供
金融服务，维持特区的金融稳定。

叶兆佳表示，银行业界为保障
社会民生的需要，上周停业期间，一
直“停业不停工”，内部照常运作，保
证各类支付结算不停顿，各类已约
定的金融服务，或紧急需要的金融
服务均尽力配合。

每逢月底，是企业客户结算、发
薪的高峰期，在本周继续停业的情况
下，各银行会主动联络有需要的企业
客户，尽力保证企业客户的发薪需求
或其他紧急的支付需求。当前，银行

已安排客户经理主动了解企业客户
的需求，提供相应协助。企业客户如
有紧急需求，可致电客户经理寻找协
助，如有紧急大额现金需要，银行客
户经理可提供帮助。

个人客户方面，目前绝大部分
个人业务均可通过网上银行处理，
包括跨境以及跨行的汇款，均可以
在网上进行。个人客户的贷款、信
用卡，如有申请自动转账且账户有
足够现金，会先行扣除。如未有足
够现金，则会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即
7月4日扣除。

当前，各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ATM等自助渠道维持正常服
务，ATM保持充足的现金。各银
行的现金需求，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以及大西洋银行等两间发钞行会给
予配合，并在停业期间安排直接联
络人。

疫情下停业不停工

澳门银行后勤持续提供金融服务

为促进国际间人文社科学术
交流，推动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在
新时期澳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对内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进言献
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促进会拟
于9月下旬在澳门举办国际人文
社科论坛，并走进梅州调研乡村
振兴伟大事业，借此机会加深港
澳台侨学者、企业家等对澳门的
了解，发挥澳门作为连接中国内
地与葡语区国家的桥梁作用及区
域优势。

本次论坛将由澳门人文社会
科学促进会主办，并由中国财富
出版社、暨南大学创业学院人才

赋能创新研究所等单位协办。与
此同时，论坛除了初步获得港澳
两地的高校支持外，还获得多个
东南亚国家，包括柬埔寨、越南、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多所高
校支持，共同为“一带一路”发展
建言献策。

与此同时，澳门人文社会科
学促进会在举办国际论坛的同
时，也将通过早前成立的学术交
流平台“青汇智库”招募全球专家
学者，通过智库汇集全球智慧共
同为区域经济发展，以及研究湾
区发展模式，为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汇集人文社科智慧力量。

国际人文社科论坛拟9月走进梅州
为“一带一路”发展建言献策

大三巴牌坊

哪吒庙 大炮台 澳门旅游局供图

旧城墙遗址

澳门市民排队等候核酸检测。
澳门新闻局供图

记者28日从澳门特区统计暨
普查局获悉，今年5月向公众提供
住宿服务的酒店业场所共121间
（不包括用作医学观察及自我健康
管理，下同），同比增加7间，可提供
客房3.9万间，上升4.6%。5月客
房平均入住率 34.2%，按年下跌
27.9个百分点，其中五星级酒店的
客房平均入住率为31.3%，低于同
月整体水平。

5月份酒店业场所住客45.7万
人次，同比减少39.9%；内地住客
33.8万人次，下跌48.8%，本地住客
8.7万人次，上升28.1%。住客的平

均留宿时间维持在1.6晚。
今年1至5月酒店业场所的客

房平均入住率 37.3%，同比下跌
14.1个百分点，住客220万人次，减
少24.4%，平均留宿时间1.8晚，增
加0.1晚。

5月份在本地参团的旅客有
2900人次，按年减少65.0%；通过
旅行社购买交通、住宿及游览等外
游服务的澳门居民3300人次，下跌
88.0%。今年1至5月的本地参团
旅客1.6万人次，同比减少24.3%，
通过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的澳门居
民1.6万人次，下跌78.7%。

澳门前5月酒店入住率37.3%
同比下跌14.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