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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珠海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调整自澳门入境人员健康管理措
施，对所有澳门入境人员实施“7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
监测”健康管理措施。入境人员隔
离时间大幅缩短一半，对此澳门休
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表
示，举措利好，尽管海外旅客、团队
游恢复仍言之尚早，但一定程度上
能提振业界信心。

黄辉表示，本轮疫情出现后，旅
游业界收入来源之一的“澳人食住

游”暂停或取消，包括业界在内的中
小企，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能够坚
持下去的企业都在继续坚持，各方
全力配合抗疫工作，希望疫情早日
受控，实现社会面清零，把疫情影响
减至最低，尽可能让旅游业界业务
得以恢复运作。

此次澳门入境隔离时间放宽至
“7+3”，可以视为放宽措施的讯号，
但海外旅客、团队游能否恢复，黄辉
表示此举需视乎澳门会否取消禁止
海外旅客入境的安排，以及内地会
否同意恢复团队游。

助力提振旅游业

澳门入境人员隔离时间放宽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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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世界文化遗产：

厚重的历史 独特的魅力（六）

新华社澳门6月29日电 入夜，澳
门街头的户外大电视屏亮了起来，巨幅
字幕“祝福香港 明天更好”映入眼帘。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
际，澳门用这一闪亮方式表达对香港美
好的祝福。

“澳门香港 携手前进”“大湾区 大
未来”，相继闪现的字幕凝聚着澳门各
界对未来的期许，期待港澳两个特别行
政区能够紧密联动，在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的更广阔舞台上追梦、筑梦、圆梦。

对香港充满信心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澳
门各界对香港取得的成就表达祝福。

曾在香港工作的澳门工商联会会长
何敬麟，长期关注港澳经济发展。“作为近
邻，我们看着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稳步
发展，根基打得非常牢。”他说，尽管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从各项报告和分
析可以看出，香港在吸引外资方面仍稳
居全球前列。受益于国家支持，香港是
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

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不断巩固。
何敬麟坚信，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

施、“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香港将
发展得更好。

澳门会展旅游业协会会长何海明
表示，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会议展览中
心，回归祖国以来，香港会展业背靠内
地发展迅速，珠宝展、钟表展、美容展等
成为区内最顶尖的展会。他说，有国家
支持和香港各界共同努力，相信香港明
天会更好。

携手打拼一家人

在科技事业发展中，港澳与内地科
研工作者齐心协力，谱写出一段段佳话。

2011年，由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
大学联合设立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
点实验室成立，这是澳门首批国家重点
实验室。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介绍，当
时我们从香港一所大学请了一整支团
队，为这个重点实验室构建了非常坚实
的基础。

一直以来，港澳各方面交流紧密。

庞川表示，两地高校在科研人员交流、
科研合作、实验室交流、学生联合培养，
以及共同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等方面，都
有非常好的基础。“期待今后这样的合
作会更加密切，更加扎实。”

对于香港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澳
门体育委员会委员马志成赞不绝口。

“回归祖国之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香港体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他说，香港以“中国香港”名义参与的国
际体育赛事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
好。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做了很多工
作，致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盛事之
都，这些方面值得澳门学习。

融入大局一起向未来

澳门各界认为，要充分认识和准确
把握港澳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中的
定位，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
作等为重点，更好、更快地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何海明期望未来港澳会展业界主
动参与区域合作，通过“一会展两地”、
智慧会展等模式推动大湾区会展合作。

在庞川看来，香港和澳门的高校有
自己的优势，比如国际化程度较高，但
也受制于两地自身的产业支撑较少等
困难。“未来港澳大学的科技发展需要
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科技企业结合起
来，这样才能够发挥港澳大学转接国际
化科研成果的优势。”他也希望港澳高
校能携手把握机遇、加速自身科研进步
的同时，为大湾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马志成对将于2025年举办的第十
五届全运会充满期待。“由粤港澳三地
联合举办国家最高水平和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运动会，是对港澳很大的鼓舞。”
他说，希望可以借助举办全运会的契
机，提升港澳大众体育的参与度，促进
粤港澳三地体育产业深度合作，带动民
众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何敬麟认为，港澳都是国家联通世
界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两者可以错位互
补发展。“期望未来港澳充分发挥各自
拥有的国际平台作用，在会展业、旅游
业、金融业等方面联动发展，更好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说，祝福港澳明
天更美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
心6月30日表示，6月30日至下午
5时，澳门本轮疫情增加35例初步
确诊个案。此前29日24小时内，
澳门新增88宗核酸阳性个案，自6
月18日起累计共572宗；新增个案
中49宗属社区发现，39宗属管控
中发现，稍后于抗疫专页上载上述
阳性个案的行程供参阅。

截至30日早上8时，应变协调
中心已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

10108 人，其中核心密切接触者
1614人，非核心密切接触者（即共
同轨迹人士）6436人，次密切接触
者489人，一般接触者334人，陪同
人员663人。

应变协调中心宣布，7月1日至
2日将连续两天开展全民抗原快
测。全澳市民必须于7月1日至2
日，每天进行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快
速抗原检测及上载申报其检测结
果。

澳门6月30日新增初步确诊个案35宗

今明两天开展全民抗原检测

由硬笔书法教育考试网、香港
硬笔书法艺术协会、澳门硬笔书法
家协会、亚洲艺粹会（澳门）联合主
办，广州拼客动漫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中国写实水彩公众平台协办首
届“粤港澳大湾区杯”书画精英赛，
六月初在广州举行评审会，澳门两
位代表欧志祺和梁少美担任嘉宾评
委，多所学校及教育中心300多名
师生参赛，70人取得一等奖佳绩，
23人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2个协
会与13所学校及教育中心获优秀
组织单位奖。

据了解，该大赛以“弘扬中华文
化，书写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促
进交流互鉴”为宗旨，吸引超过两万
名海内外师生选手创作关于中华文
化、中国精神、美丽家园、阳光校园、和
谐家庭、科技发展等时代主题书画，
展现师生们书画学习的丰硕成果。

该赛事从4月开始在网上接收
参赛作品，分小低组、小中组、小高
组、中学组及教师组，澳门硬笔书法

家协会及亚洲艺粹会（澳门）组织了
澳门共320名学生及教师递交规范
汉字书写、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及美
术类作品。

赛会在6月初进行评审，对两
万多份作品评选，其中澳门共70人
获一等奖、71人获二等奖、111人获
三等奖，23名澳门教师获优秀指导
教师奖，澳门硬笔书法家协会、亚洲
艺粹会（澳门）、同善堂中学、劳校中
学、教业中学、培正中学、青洲中学、
菜农子弟学校、广大中学、培华中
学、圣罗撒女子中学中文部、化地玛
圣母女子学校、学而优教育、澳门多
多熊艺术教育中心及新新教育等获
优秀组织单位奖。

本届精英赛以大湾区改革开
放、中西合璧之势拓展海内外中华
文化走实、走深、走远，达到以大湾
区视野创新办赛，疫情防控下守正
创新的要求，有利于共同弘扬中华
文化，书写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
事，促进交流互鉴。

湾区杯书画赛澳门师生获佳绩
70人获一等奖 23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
室6月30日发布的文件称，澳门6
月30日正式启动了5G牌照招标，
持有澳门移动运营牌照的公司均可
参与投标。

据了解，澳门区域内共有4家
运营商，分别是澳门电讯、3Ma-
cau、中国电信（澳门）及数码通（澳
门），这4家运营商均采用3G/4G

制式提供移动网络服务。
随着中国内地和香港先后推出

5G网络服务，为了推动澳门通信技
术应用及电信业发展，满足澳门本
地和跨域用户对5G服务的需求，
并进一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与国际接轨，澳门拟通过公开招标
选择合适的运营商。特区政府表
示，届时最多可发放4张5G牌照。

澳门启动5G牌照招标：最多发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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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基金会会址

建于18世纪70年代，原址是葡国皇室贵族
俾利喇的别墅。该建筑可能是澳门首幢别墅式
花园的豪华住宅。20世纪60年代后曾改作贾梅
士博物馆，现为东方基金会会址。

东望洋炮台

东望洋炮台修筑于1622 年，位于澳门半岛

最高峰东望洋山之巅，俯瞰整个半岛，炮台上建
有一灯塔及小教堂。东望洋灯塔建于1864年，
是中国海岸第一座现代灯塔，其所在地面位置之
座标值亦为澳门于世界地图上之地理定位。

灯塔侧的小教堂名为圣母雪地殿，建于1622
年，教堂内的拱顶和墙身绘有彩色壁画，其绘画
技巧融合中西艺术，是本地众多教堂中独一无二
的。

妈阁庙前地

妈阁庙前地位于著名的妈阁庙前，频临内
港，前地由著名的葡萄牙小石砖铺设而成，主要
有土红及深灰两种颜色。石砖铺设成波浪形态，
配合临近江流，整体感觉浑然天成，极富海岸城
市风情。

妈阁庙前地妈阁庙前地。。 澳门旅游局供图澳门旅游局供图

新华社澳门6月29日电 澳门
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9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澳门对
外商品贸易总额共697.8亿元（澳
门 元 ，下 同），较去年同期上升
8.8%。

今年1至5月，澳门货物出口
总 值 为 62.1 亿 元 ，按 年 上 升
13.1%。货物进口总值为635.7亿
元，上升8.4%。前五个月的货物贸
易逆差较去年同期增加42.2亿元。

按出口目的地统计，1至5月输
往香港地区、美国与欧盟的货值按
年分别上升23.0%、3.1%和26.3%；
出口至内地的货值下跌26.5%；输
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葡
语系国家的货值分别上升35.7%和
103.4%。

统计显示，前五个月澳门纺织
品及成衣出口上升52.9%至8.4亿
元，非纺织品出口增加8.7%至53.7
亿元。

按货物原产地统计，前五个月
产自欧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及葡语系国家的进口货值按年
分别上升21.9%、12.4%和35.0%；
产自内地的则下跌5.9%。

前五个月，澳门消费品进口上
升12.8%至467.9亿元，燃料及润滑
油的进口货值上升8.5%，手提电话
与建筑材料分别录得 16.1%和
7.5%的跌幅。

统计还显示，5月澳门货物出
口总值为 11.4 亿元，按年上升
16.2%；货物进口总值按年下跌
22.5%至120.5亿元。

今年前5个月澳门对外商品贸易
总额同比升8.8%

6月28日，澳门街头户外大屏展示“澳门香港 携手前进”的语句，以此迎接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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