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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澳门特区政府推出的
《2022年百亿抗疫援助措施》具体内
容正式公布，涵盖5个方面共9项措
施。包括款项援助、就业支援、税费减
免、补贴及扩内需，预算支出超过100
亿元（澳门元，下同）。部分措施涉及
预算修改，特区政府将尽快提交修改
预算法案，送交立法会讨论审议，务求
尽快让合资格人士受惠。

据悉，9 项措施分别为新一轮
《雇员、自由职业者及商号经营者援
助款项计划》、优化《带津培训计
划》、退还工商业场所房屋税、豁免所
有场所旅游税、豁免或退还行政准照
费用、退还营业车辆的车辆使用牌照
税、企业银行贷款特别利息补贴计
划、的士行业临时补贴、全城消费嘉
年华。

新一轮《雇员、自由职业者及商号
经营者援助款项计划》中针对雇员的
援助为：向2020及2021年度职业税
收益合计多于6000元、但不超过48
万元的职业税纳税人中的特区居民，
发放每人1.5万元的援助款项。针对
自由职业者的援助为：向2021年度申
报盈利少于24万元的职业税第二组
纳税人中的特区居民，按其2019至
2021年三个年度申报的平均营业成
本的10%计算，发放每人最少1.5万
元、最多 30 万元的援助款项。向
2021年持有有效证照的6类自由职
业者（的士驾驶员、三轮车夫、小贩及
摊贩、导游、水上的士驾驶员及渔民），
发放每人1万元援助款项。针对商号
经营者的援助为：向2021年度申报的
盈利少于60万元的所得补充税纳税
人，按其2019至2021年三个年度申
报的平均营业成本的10%计算，发放
每人最少3万元、最多50万元的援助
款项。财政局表示，本次经济援助措
施雇员受惠计划预计受惠人数约23.1
万人，发放的款项为34.6亿元，受惠
人数占登记的本地受雇人士总数的
80%。

优化《带津培训计划》提供的就业
支援包括增加带津培训的可参加次
数，由原来的2次增加为3次。放宽
完成高等教育课程的人士参加“就业
导向带津培训计划”的条件，2019年
或之后完成高等教育课程，且处于非
受雇状态的人士均可报读。扩大“提
升技能导向带津培训计划”的适用对
象，将雇主范围扩展至所有已登记为
《营业税规章》纳税人的商号经营者、
已登记为《职业税规章》第二组纳税人
的自由职业者。没有聘用雇员而又符
合资格的自由职业者，亦可以个人名
义参加培训计划。

税费减免包括：退还缴纳的商业、
工业及办公室用途的不动产2021年

度房屋税税款的25%；豁免对所有场
所征收相当于消费开支 5%的旅游
税；豁免或退还2022年酒店及餐饮
场所、特定经济活动场所或行业等的
行政准照的发出、续期及相关检查等
费用。退还2022年度已缴的营业车
辆使用牌照税。

企业银行贷款特别利息补贴计
划方面，将对合资格企业发放贷款上

限为 500 万元的利息补贴，最长 2
年，每年补贴率上限为 4厘。有关

“还息不还本”措施延至2023年 12
月31日。

的士行业临时补贴计划包括：
向的士准照或执照持有人一次性发
放为期 6 个月共 6000 元的维修补
贴，向的士驾驶员一次性发放为期
6个月的燃油及能源补贴。2022年

上半年，每月累计从业时数多于 5
小时但未超过25小时的人员，每月
获发补贴1000元；每月累计从业时
数超过25小时的人员，每月获发补
贴金额2000元。

全城消费嘉年华方面，消费者在
参与活动商户单笔消费每满200元，
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笔消费最多
可获五次抽奖机会。

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繁华在澳
门这片土地上交融共生。澳门作为
旅游城市，以休闲娱乐及美食闻名。
除了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数百年的历
史留给澳门大量的军事遗迹。今天，
我们将继续带大家掀开澳门历史军
事设施的神秘面纱。

澳门保安部队博物馆

葡萄牙军队20世纪60年代开
始陆续撤出澳门，而其位于加思栏的
兵营从1976年起成为澳门保安部队
的行政中心。1984年，大楼内设立
军事博物馆，经过多次装修改造后于
2004年11月16日正式易名为澳门
保安部队博物馆，供市民及游客参
观。

馆内陈列着极具历史价值的军、
警用品：包括枪、炮、通讯器材，以及
澳门保安部队过去及现在所使用的
部分物品和制服，还有珍贵的历史图
片。

大家还可以顺道游览澳门保安
部队事务局的花园，该花园由历史悠
久的炮台改建而成，別具特色。

澳门陆军俱乐部

澳门陆军俱乐部位于南湾大马
路，始建于1870年，是澳门文化遗产
清单中一座“具建筑艺术价值的楼
宇”。

该建筑为一层大楼，圆拱形的屋
顶嵌有彩带、禾穗图案的浮雕，上面
刻有俱乐部的葡文字样和创建年份。

大楼正立面为古典柱廊设计，红
墙白柱，地台高筑，门楼上有浮雕，气
派典雅，极具南欧建筑特色。

据澳门行政公职局消息，3日行政
公职局向所有公共部门发出的传阅公函
指出，为继续贯彻特区政府的疫情防控
措施，同时兼顾公众急需的公共服务，特
区政府决定于7月4日起一连五天（7月
4日至8日），开放公共部门为市民提供
有限度对外服务。同时，为最大程度避
免人员聚集，降低病毒感染的风险，呼吁
市民事先通过网上或电话预约申请有关
服务。

传阅公函要求，公共部门领导应以
最少人员维持部门、有限度对外提供公
众服务为原则，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
及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风险的可能
性，安排工作人员在家办公或于不同时

段上班。此外，部门领导应避免安排健
康码为黄码的工作人员前往办公室上
班。根据公职局的传阅公函，未获安排
返回办公室或其他地点工作的人员，将
根据公职法律的规定视为合理缺勤，但
这部分人员应积极履行应有义务，包括
参与抗疫支持等工作。如非紧急或必要
的情况，应留在住所避免外出。

按照特区政府最新防疫政策，澳门
金融管理局当前已与银行公会及保险公
会沟通，协调金融机构于4日起一连五
天维持有限度运作，向公众提供必要的
金融服务。为此银行从4日起开放部分
营业点，营业时间调整为早上10时至下
午4时。

由盛世集团主办、澳门青年美术协
会协办的“可持续城市吉祥物─盛世社
会发展计划青少年设计比赛2022”日前
举行，邀请澳门12至17岁的学生参与，
总共收到逾百幅设计作品。比赛旨在鼓
励青少年发挥创意，加深他们对可持续
发展的认识，应用创造力和联想力设计
出亲善可爱、寓意深刻的吉祥物。

赛事邀请澳门青年美术协会会长黄
家龙、理事长黎小杰及秘书长林子筠遴
选杰出优秀的设计作品。他们表示，今
届设计作品以电脑绘图居多，拓宽了作
品的创作形态。“很高兴可以看到众多作
品展现出新一代丰富的创意，包含不少
设计巧思和美好寓意。”其中一位评委如
此评价。

5幅作品从众多画作中脱颖而出，
结果如下：创意金奖黄灏（濠江中学）、
视觉金奖林诺希（劳校中学）、创意银

奖黄思颖（圣罗撒女子中学中文部）、
视觉银奖卓家谦（劳校中学）及铜奖杨
启成（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 此
外，大赛还甄选出30名优异奖及网上
人气大奖。

盛世集团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田
达德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鼓励学生
探索城市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及理念，如
商业多元化、生态创新、环保技术解决方
案、可再生能源、可持续食品与和谐共融
信息等，从中获得启迪。“吉祥物以友好
亲近的外形呈现给观众，呼吁市民一起
努力建设更美好的城市。”

据介绍，“盛世社会发展计划”将定
期举办不同领域的社会福利活动，包括
儿童及青少年教育、共融体育、环保事
业、公益慈善等，旨在为社区发展投入各
种资源，助力澳门建设可持续发展智慧
城市。

可持续城市吉祥物设计赛举行

呼吁市民共建美好澳门

据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消
息，由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主办，
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和文化局协办的“第
13届澳门时装画艺术比赛”赛果公布。

据了解，本届大赛主题为“国潮·国
风”，共收到192份参赛作品，其中公开
组55份，学生组137份，参赛作品由来
自17所本地中学的学生创作。最终赛
果如下：公开组方面，张赞辉、陈可意、麦
家怡分列前三名，6名优秀奖得主分别
是林浠文、林嘉琪、陈杰华、黄小明、梁颖
娴及张赞辉; 学生组方面，冠军为澳门
培正中学阮晓明、亚军为劳校中学陈绮

琦、季军为劳校中学官颖鸣，6名优秀奖
得主分别是培华中学辛启轩、劳校中学
戴雅莹、圣罗撒英文中学翁嘉琪、嘉诺撒
圣心中学林芷熙、澳门培正中学陈颖希、
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陈咏彤。此次比
赛专业评审团共7人，包括生产力暨科
技转移中心理事长关治平、澳门理工大
学艺术及设计学院副教授陈汉才、澳门
设计师协会副会长李浩强等。

本次比赛的42份入选作品将于7
月15日至24日期间在澳门生产力暨科
技转移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展示，以供公
众投票选出两组“网络人气奖”。

澳门时装画艺术比赛结果公布
入选作品将在网上进行公开展示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
心7月4日通报，澳门7月3日24小时
内新增68宗核酸阳性个案，自6月18日
起累计发现阳性个案852例；新增个案
中47宗属社区发现，21宗属管控中发
现。另外，当天不幸出现两例死亡病例，
年龄分别为100岁和94岁。

据了解，两例死亡病例分别于6月
30日和29日因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入住
高顶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隔离治疗。
入院后，两人的第一次ct（胸部扫描）均
没有明显肺炎症状，并即时使用处方抗
病毒药物进行治疗，但因二人均患有不

少慢性疾病，经全力救治后仍不幸离世。
截至4日上午8时，澳门通过流行

病学调查共跟进11915人，其中核心密
切接触者2021人，非核心密切接触者
(即共同轨迹人士)7371人，次密切接触
者639人，一般接触者332人，陪同人员
700人。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相关部门封控
大厦后，会马上进行“洗楼”工作，为居民
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如发现相当部分
的阳性个案，便会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
对大厦进行封控管理，从而降低社区传
播风险。

澳门新增2例新冠死亡病例
本轮疫情阳性个案累计852例

澳门一连五天开放部分银行营业点

公共部门提供有限度对外服务

市民在银行网点排队办理业务。

探秘：寻找澳门军事遗迹（二）

澳门公布百亿抗疫援助
措施具体内容

23.1万雇员将受惠

▲澳门陆军俱乐部 澳门旅游局供图

◀澳门保安部队博物馆 澳门新闻局供图

◀百亿经援措施将惠及
各阶层市民。

▲《带津培训计划》报名条
件进一步放宽。


